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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俍  徐嘉忆  白韫雯  李孝效 著

ACHIEV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 LEARNING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引用建议：陈冀俍、徐嘉忆、白韫雯、李孝效 著. 实现互

惠共赢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2016. 工作报告，北京：世界资源研究所. http://www.wri.
org.cn/publications.

“工作论文”包括初步的研究、分析、结果和意见。“工

作论文”用于促进讨论，征求反馈，对新事物的争论施加

影响。工作论文最终可能以其他形式进行发表，内容可能

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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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最艰巨的全球挑战之一。于2016年11月

4日生效的《巴黎协定》再次为人类打开一扇突破挑战的大门，设

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即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

在2℃范围内（与工业革命前水平相比），并向1.5℃努力。《巴黎

协定》要求各缔约方都要采取具体行动落实承诺，尽早实现经济

去碳化。为了在气候变化风险下实现发展目标并尽快实现低碳转

型，发展中国家未来不仅要尽己所能，还需在知识、技术和资金

上获得其他国家的有效支持。

要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中国的角色举足轻重。不

仅因其在国内抗击雾霾、低碳转型方面的决心和行动力度，还因中

国日益扩大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影响。鉴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趋

势，特别是美国新当选总统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未来政策的不确定

性，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实施中的焦点，备受关注。中国一

直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2014年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基金的构想，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即“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200 亿元人民币建立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这一基金是中国自主创立的且与发展

中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资金机制，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的重要内容。目前，有关这一基金的具体目标、优先领域及实施

机制等内容正在研究与讨论中。与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资金机制设

计及资金在受援国的效用不同，本研究针对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机制，从援助国多重效益的角度来探讨实现双方共赢的可能性，并

基于国际经验为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机制提供参考和建议。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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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理获益的实现对援助国和受援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合理获益的

实现能够保障援助国对外援助的持续性，推动援助过程与结果的有

效开展与质量提升，这最终也能够促进受援国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地

发展。因而，援助国合理获益的实现最终能够促成双赢的结果。

本研究选择了欧盟、德国、英国、美国和北欧等国际主要

援助实体的发展援助机制进行总结，辅以对包括欧盟的转型亚洲

项目（Switch Asia）、德国国际交流和发展中心的同等待遇专家

项目（International Placement of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德国的德中生态商务平台（econet 
china）、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

美国的电力非洲项目（Power Africa）、北欧五国的北欧发展基金

（Nordic Development Fund）、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青年发展大

使项目（Australian Youth Ambassador of Development）这些案

例的分析。选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制度和援助案例进行分析

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实力和地位

不断接近甚至超出，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战略目标以及国际社会

对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期望与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

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是传统援助方，其对外发展援助的历史

较长，对外发展援助的经验更为丰富，因而有许多成功的、值得

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本研究总结出如下可供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借鉴的经验：

第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气候与环境议题上开展的支持项目

与其公开的整体外援战略和全球外交战略中的地区安全和经济发

展目标一脉相承。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也与国家推崇的善

治、公正、公平、民主等主流价值观一致。这种一致性，一方面

意味着以推进气候保护为目的的援助实则贡献国家的整体外交战

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本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透明度和可预见

性，降低项目实施的沟通成本。

第二，欧盟的转型亚洲项目、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和美国

的电力非洲项目中都包括了知识管理的功能部门或者子项目，重

视完整链条，即覆盖从实践到经验、网络分享和决策支持的知识

产生、总结到利用。专业领域的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参与不同子项目的实施，在整个知识链条的各阶段发挥着重要

作用。注重知识流向管理的效果体现在：一方面，在受援国基层

项目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可作为受援国制定本国相关公共政策的

参考；另一方面，援助国在项目执行中积累的经验、拓展的工作

关系和人际网络，也是援助国扩大其影响力并快速融入受援国社

会、经济及环境的重要支持。

第三，econet china是一个商会性质的机构，获得德国联邦经

济和能源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的支持。支持它的不是发展援助资金，而是政府设立的专门鼓励

绿色技术出口的两个专项基金项目，即“可再生能源出口倡议”

与“能效出口倡议”（Exportinitiative ErneuerbareEnergien、

Exportinitiative Energieeffizienz）。这两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承

担德国绿色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部分交易成本，例如市场准入

相关咨询服务，支持德国企业出国考察学习、企业互访、举办商务

交流展会及研讨会等。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也仅是对可再生能源

和能源效率等对环境气候友好的技术有专门支持。美国的电力非洲

项目中，也有一部分资金是用来降低供需双方因相互了解技术、进

行合作洽谈所增加的交易成本。同时，电力非洲项目通过其设计的

“工具箱”形式，以“实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使用清洁电力”为目

标，根据绿色、清洁能源项目从开发到运营全过程的不同阶段及不

同需求，将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咨询单位和金融机构引入其中，并使

其参与到美国发起的赠款项目中。这一方式不但鼓励了更多美国及

其他国家具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私营企业快速进入非洲的清洁能源

市场，还有机会让国际社会了解到美国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

能源获取，以及全球气候保护中的努力。

第四，美国的电力非洲项目、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和北欧

五国的北欧发展基金是所选案例中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相关性较

高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并没有用来直接购买硬件设备，而是

主要从政策引导和融资支持上为有益于气候保护的技术应用及市

场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成长环境。电力非洲项目虽然纳入了一些

现有的由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支持本国企业出口的金融服务项目，例如在购买美国设

备时提供固定利率贷款或出口信贷担保等，但企业获得这些支持

的资质及甄选条件是严苛的，例如优惠金融只支持那些服务偏远

地区的中小企业等。这项措施旨在调动中小私营企业投资清洁能

源的积极性。北欧发展基金注重技术上创新的同时也关注政策创

新，一方面鼓励私营部门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策上的创新可

以为适用的技术提供更加友好的市场环境。该基金支持项目的基

本要求之一是其经济上必须可行，也就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先筛选

出适用的技术或者项目，然后根据自己的专长，针对项目准备、

项目融资和外部政策环境等提供支持。

第五，德国的“同等待遇专家项目”和澳大利亚的“澳大

利亚青年志愿者项目”都是通过选拔和培训专业人员来服务于受

援国，亦致力于对援助国本国的人才培养的项目。项目注重人员

选拔、前期培训、项目期间的支持，以及项目结束后的进一步影

响。项目所支持的国际志愿者有助于推介本国的先进技术、管理

经验和文化，同时可以增强民间沟通，促进双边外交。比较这两

个项目，可以发现，这类驻外志愿者专业水平的高低和派驻时间

的长短对项目效果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中，短期低资质志愿者项

目更多是增强援助国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并提升其跨文化工作能

力，强调民心相通；而长期高资质志愿者则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

在专业领域建立起更为深入的网络，在两国的产业合作、商业往

来上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报告建议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基本原

则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兼顾战略性与实践性，既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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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核心利益，又需把核心利益通过项目设计的技术手段融入实际

行动方案，使援助与整体外交战略保持一致。

二、资金分配上，需使中国和受援国在政策层面的沟通和合

作与以硬件和纯技术为主的援助形成良性互动。技术在实践中所产

生的经验教训，可自下而上总结并形成良好的政策，反之，基于最

佳实践和经验的政策，可自上而下地推动适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三、知识流向上，在项目全过程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之间，需

产生多向动态的知识流动。—方面，合作援助应促进各利益相关

方自身的学习与成长，同时，整个资金机制作为一个系统，也应

通过持续学习国际良好实践，不断改进与完善，非单方向输出。

外交人员、项目管理人员、业务专家都可成为知识流动的推动者

和受益者。

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赠款项目能够鼓励政府单位、非政

府机构与企业的积极参与，鼓励中外机构之间的合作。融资和贷

款项目应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私营部门的投资，并与赠款项

目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在效果上也需要与其

他南南合作成果相互促进和补充。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一、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为在全球治理中长期战略

目标高于短期经贸利益的基金，最适合负责该基金的机构应该是国

家主管气候变化的业务部门，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

家发改委”），涉及对外援助、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部委应该在国家

发改委的牵头下形成联席会议的战略决策及协调机制。该基金应由

具备气候及可持续发展领域业务能力的专门单位负责管理。

二、该基金可以参考《釜山宣言》中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基本

原则建立自己的项目有效性指导原则，即：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

发展优先级的所有权、关注结果、发展的伙伴关系、以及透明与

责任共担。由此可以保障受援国获得符合其自身发展需要的切实

有效的支持。

三、在该基金支持的项目的实施层面，因为实施机构是基

金整体学习、搭建和建立民心互通的实践主体，所以需要有专门

的机制为基金的项目实施选拔出具备专业能力的中国本土组织和

国际组织。例如，可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招标方式招募项目实施单

位，让不同领域具备专业能力的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参与公平竞

争或高效合作，在项目实施过程引入独立的评估机制。

四、基金在设计上需要对项目内部及项目和基金之间的信息

流动进行有效管理，以促进基金作为一个系统的不断学习。人是

信息流动的载体，应制定长期规划来发展自己的信息和人力资源

网络，建立自己的知识库，包括在实地实践过程中鼓励和培养本

国外交人员、项目管理人员、业务专家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积累

人际网络和提升自身能力等，且这种鼓励应在具体项目安排和预

算支持上体现出来。

五、该基金还可以通过参与多国注资的有特定议题的气候资

金、政府间和民间有影响力的网络等获得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权力，

以此拓展自身学习和建立影响力的平台。同时，该基金还可以与中

国现有的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展的南南合作

项目协作，把实践与政策层面的工作贯穿起来。

六、在气候变化减缓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资金分配上：一方

面，整体上应该通过具体的指导方法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考量

融入南南合作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基金这一专项基金，则应根据受援国的国情需要、中国自身的

比较优势和外交战略方向来具体决定或调整，不需要在整体资金

量上做简单的数量划分。例如，小岛屿及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变

化适应的需求比较紧迫，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发展中国家

对气候变化减缓也有不少需求，则该基金需在具体国家合作项目

上针对本国战略方向和本地需求做出调整。

七、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赠款项目需要与贷款项目相互支

持。贷款项目可以帮助本来经济上就可行的项目以更低的成本获

得资金并提高自己在经济上的竞争力，而赠款项目则可以用来帮

助提高项目的质量、改善项目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或者承担一些

供需对接的交易成本。

八、该基金可以通过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支持中国的绿色企

业“走出去”，特别是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政府应

该支持具有环境正效应的企业进行创新和发展，例如，由国内的

行业协会牵头，基金提供部分资金支持，选拔和组织中小企业到

国外进行技术交流和推介、参加展会，实现项目的试点及落地；

另一方面，公共资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或低息贷款应该在鼓励公

平竞争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开展，避免企业过度依赖政府或造成新

的市场扭曲。这方面可以借鉴本报告中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案例

中提到的公共资金支持私营部门的一些原则。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这要求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要对国家的全球战略提供“软实力”方面的支持。因此，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要在原有援助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中

国在非气候领域的南南合作实践由来已久，希望气候领域作为目

前的热点领域之一，可以为中国的整体南南合作及对外战略提供

更为丰富的创新和实践。现阶段，本报告主要从援助国的获益角

度出发，针对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这一专项基金，在参考

部分国际经验后提出一些建议。本研究的研究角度和参照的经验

范围未必充分，建议也尚不全面，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更为全面

和深入。欢迎对本报告提出批评和指正，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来

更好地促进中国互惠共赢的南南合作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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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Climate chang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global challenges 
faced by human beings. “Paris Agreement” took effect on 
November 4th 2016, which once again opened a door for 
humanity to break through the challenge. That is to say, 
holding the increase in the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to below 2 °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to pursue 
efforts to limit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 to 1.5 °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The agreement requires all nations 
to commit to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by taking 
concrete actions to realize their commitments.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not only to make all efforts on themselves 
but also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support in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capital to realize a fast low-carbo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while achieving economic 
growth under climate change risks.

China’s role is crucial to achieving the goals set by Paris 
Agreement,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determination and 
action in fighting against domestic haze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its increasingly growing influence 
on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In view of change trend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attitude of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on climate change and uncertain subsequent 
policy, China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South-South Fund on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he adjustment 
and system-building of existing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strategies. China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2014, China 
formally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 on Climate Change. In 2015, President 
Xi announced that China would contribute RMB 20 billion 
to establish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 on 
Climate Change at the 21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f 
the UNFCCC in Paris. The Fund is a financial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China and for China to cooperat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t is also a 
major action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Now, specific goals, priority area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the Fund are und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focused 
on funding mechanism design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recipient countries, while this research aims at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references and advice on how to 
allocate aid funds to realize the multi-benefits of the donor 
country so as to realize the mutual beneficial situation of 
both parti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asonable benefits of 
donor countri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oth donor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The realization of reasonable benefits 
can guarantee the continuity of foreign aid from donor 
countrie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improving of the aid process and results, which 
will ultimat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Thu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asonable 
benefits of donor countries can ultimately lead to a win-
win outcome.

This research looks to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ystem in 
the EU, Germany, UK and US, and conducts case analyses, 
including Switch Asia, International Placement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et china, 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 Power 
Africa, Nordic Development Fund and Australian Youth 
Ambassador of Development.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aid system and aid cases of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ength and status are getting close to or even surpassing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so the strategic targets of 
China’s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expectations for China’s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are similar to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mostly traditional 
donors with longer history of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and richer experience, so there are many successful 
experiences China could learn.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research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experience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 on Climate Change could draw on:

1. The projects o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ssues 
supported by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s of reg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ir overall strategy of 
foreign aid and global diplomac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rojec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ir mainstream values such as good 
governance, equity, fairness and democracy. This 
consistency, on the one hand, means that aid aiming 
at advancing climate protection actually contributes 
to the overall diplomatic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and 
predictability of foreign aid projects and reduce the 
communication cost in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2. Projects under Switch Asia, 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 and Power Africa all include function 
department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or sub-
projects, with a focus on the full chain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from practice to experien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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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and decision support, summary to u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subproject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phases of the knowledge 
chain.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flow management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experience in the practice of basic project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o formulate relevant 
national public polic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by donor countries i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expanded working relationships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re also important supports 
for donor countries to expand their influence and 
to integrate rapidly in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recipient countries. 

3. As 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nature, econet china 
is supported by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It was not funded b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 but two special funding projects, 
Exportinitiative ErneuerbareEnergien and 
Exportinitiative Energieeffizienz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green technology expor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e two projects is to pay 
for part of the German green SMEs’ transaction 
costs in expanding overseas market, such as 
consulting service on market entry, supporting 
German companies to study tour, mutual visits 
and commercial seminars. 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has special 
support only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ies 
like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Power 
Africa also has some funds to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 associated with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on for both parties. At the 
same time, Power Africa aims to “realize clean power 
use in sub-Saharan Africa” through its “toolbox” 
design and introduce advisory uni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 and loc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needs 
of green and clean energy projects from development 
to operation and let them participate in the grant 
project init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courages more private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o enter the clean energy market in Africa, but 
also giv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energy ac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f the efforts in climate protection. 

4. Power Africa, 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 and 
Nordic Development Fund are cases more relevant 
to objectives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heir 
funds are not used to purchase hardware directly 
but provide a stimulating environment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marketization for technology 
beneficial to climate protection through policy 
orientation and finance support. Although Power 
Africa incorporates a number of existing financial 
services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the expor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such as fixed-rate loans 
or export credit guarantees when purchasing US 
equipment, However, the qualification and selection 
criteria for obtaining such support are stringent. For 
example, preferential finance only supports those 
SMEs in remote areas. This measure aims to mobilize 
small and medium privat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clean energy initiative. The Nordic Development 
Fund focuses on techn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on 
policy innovation, while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n the other, 
policy innovations that can provide a more market-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One of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Fund’s support 
program is that it must be financially viable, that 
is, by prioritiz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or 
projects through market-based approaches and 
then providing support for project preparation, 
project financing, and external policy environ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expertise. 

5. International Placement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Australian Youth 
Ambassador of Development both serve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hrough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specialists and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in the donor countries. Projects focus on 
personnel selection, pre-training, support during 
the project, and the further imp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project.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s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ir advanced 
technology,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culture, and 
will also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bilateral diplomacy. Comparing the two projects, we 
can find that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length of time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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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projects. Among them, the short-term 
low-qualified volunteer program i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young people from the donor 
countries, and enhance their cross-cultural ability. 
And long-term high-qualified volunteers can establish 
a more in-depth network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through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and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two countrie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usiness exchang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 this report suggests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needs to be strategic and practical, to 
identify the core interest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practical action programs through the project 
technical design, making aid consistent with overall 
diplomatic strategy. 

2.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Form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in the policy 
level and the hardware and pure technology-based 
assistance. The lessons learned in practice can be 
summed up and formed good policies from the bottom 
up, whereas policies based on bes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can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iffusion 
of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from the top down. 

3. The knowledge flow. Produce multi-directional 
dynamic knowledge flow among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One the one hand, 
cooperation assistance should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on 
the other hand, as a system, the entire financial 
mechanism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and perfected 
through continuous learning of international good 
practice rather than one-way output. Diplomats, 
project managers, business specialists all can become 
agents and beneficiaries of knowledge flows. 

4. The grants of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can encourag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nd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Financing and loan projects should play a leverage 

effect, leveraging mor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and 
coordinate with grants to form a joint force.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lso need mutually 
promo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among each other.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1. AS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 on 
Climate Change is the fund for long-term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global governance over short-term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ests, the most appropriat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fund should be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business unit, that i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involving foreign 
aid, enterprises going abroad (zouchuqu) should 
be l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o form a joint meeting of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 Fund should be managed by a specialized unit 
with operational capacity in the area of climat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The Fund can build on its guiding principles for project 
effectiveness in the light of the Busan Declaration’s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and ensure 
that recipient countries receive effective support in line 
with their own development needs. 

3.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of the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Fund, because the implementing agency is 
the practice subject of the Fund’s overall study,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upport, 
special mechanisms are needed to select professional 
Chinese loc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units could be 
recruited through open and transparent tendering so 
tha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official agencies 
with specialized competencies in different areas could 
participate in fair competition or efficient cooperation 
and introduce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4. The Fund should be designed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between projects and 
between projects and the Fun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of the Fund as a system. 
People are the carriers of information flow, th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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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develop long-term plans to develop their own 
inform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networks, build 
their own knowledge base, and encourage and train 
Chinese diplomats, project managers and business 
experts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social culture, 
accumulate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enhance their 
own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field practice, and such 
incentives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specific project 
arrangements and budget support. 

5. The Fund can also broaden its platform for learning 
and building influence by gaining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making 
through participatory climate-specific, multi-national 
funding,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influential networks.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d can 
also work with other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combine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closely. 

6. In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on the one hand, 
considerat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ll area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rough specific guidance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as a special Fund,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 on Climate 
Change should make specific decisions or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needs of recipient countries, China’s 
ow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iplomatic strategic 
direction rather than make simple quantitative 
division in the overall amount of money. For example, 
the need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of small 
island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urgent, and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also have a number of need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o the Fund should make adjustments in 
specific country cooperation projects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local needs. 

7. Grants program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need to be mutually supportive of 
loan projects. Loan programs can help financially 
viable projects to obtain funding and improve their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t lower cost, while grant 
programs can be used to help improve project quality, 
improve project policies and market conditions, or 
bear some of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 

The Fund can support China’s gree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novative SMEs to go abroad (zouchuqu) 
in line with the laws of the market.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enterprises with 
environmental positive effect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dome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s should take the lead and the Fund 
should provide some financial support to select and 
organize SMEs to participate in technology exchange, 
promotion and exhibition abroad to ensure projects 
pilot and impleme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rect subsidies or low-interest loans of public funds 
to enterpris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premise 
of encouraging fair competition to avoid enterprise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or new 
market distortions. This can be done in the light of 
the principles in the case of the UK’s 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 of this report, which mentions how 
public funds support the private sector. 

China’s rol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which require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o provide “soft power” support 
to national global strategy. As a resul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enrich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aid.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the non-climate field, as one of the hotspots, we hope 
that the climate field will provide mor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for China’s overall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foreign strategy. At this stage,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benefit of donor countries and aims at making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 on Climate Change in reference to som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 scope 
of reference experience may not be sufficient and the 
proposals may not be comprehensiv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elcome the criticism and correction of this report 
and look forward to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utually beneficial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benefit of donor countrie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China’s Climate Change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Fund,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 scope of reference experience may not 
be sufficient, the proposal is not yet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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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是人类所面对的最艰巨的全球挑战之一。面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需要共担责任，共同应

对。因此，国际合作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2015年

《巴黎协定》达成，其所确立的“自下而上” 1的全球气候制

度意味着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2℃范围内（与工业革命

前水平相比），并向1.5℃努力。各国自主贡献方案设定的目标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而提升行动目标的信心则来自于已

有行动的积极成果。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低碳转型、可

再生能源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等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

包括国际发展援助在内的国际合作也将对应对气候变化做出

重要贡献。

要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中国的角色举足轻重。一

方面，中国国内经济转型与环境治理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

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与贡献对全

球气候治理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的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中国南南合作的突出主题是减贫，中国在其中的主要

获益是促进相互间的经贸往来。而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共同

行动和承担，气候治理的进程亦是重塑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国

在提出建设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和“一带一路”倡议

的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意味着中国在

全球治理中正逐渐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建设者转变。这意味

着原来一些行之有效甚至广受好评的做法可能已经不能满足中

国现阶段的全球战略的需要，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具体做

法可能需要根据中国在当下的气候变化这一情境中的利益来进

行讨论。

1.1  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的成果

从2005年到2010年，中国总共开展了115个有关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的项目，总金额达到11.7亿元人民币（1.8亿美元）。自

2011年，国家发改委在中央财政预算的支持下，通过无偿赠送

节能低碳产品和开展气候变化研修班等形式实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截至2015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已与20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

22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资赠送谅解备忘录，中国累计对外赠送

LED灯120余万支、LED路灯9000余套、节能空调2万余台、太

阳能光伏发电系统8000余套（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6）。在能力建设方面，2011年至2014年，国家发改委运用商

务部的培训资源，共开展了39期气候变化领域的培训班，培训了

1193名主管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涵盖亚洲、非

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6个大洲的119个发展中国家

（周锐等，2015）。同时，中国也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在2014

年9月的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向联合国承

诺提供600万美元的资助，用以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的南南合作。

在2014年9月18日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
2020年）》中，中国首次透露了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的构想（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2014）。在2014年11月

14日至15 日召开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北京协商会上，时任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气候变化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该基金将用于支

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的技术创新和转让，他还表示中国

十分愿意与多边组织共同推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2014年

12月8日，解振华在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高级别会议上，正

式宣布该基金成立。解振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基金建立在相互

尊重、公平公正、利益共享、切实高效的基础上，并指出帮助和

支持发展中国家应以捐赠为形式。在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解振华

进一步表示，“这笔基金将建立一个长期、正式的资助机制，同

时，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强发展中国家从绿色气候基金中获得资

助的能力”（刘虹桥，2014）。

在2015年9月的发布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

国宣布拿出 200 亿元人民币（约31亿美元）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基金。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全

面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提出近期要在发展中

国家建设 10 个低碳示范区，开展100 个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项

目，提供 1000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的名额等，以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项承诺是中国扩展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的重要内容。如果以五年为周期，这项开支相当于每年 6.2 亿
美元（39.4 亿元人民币），是“十一五”期间的 21 倍（3000万美

元，折合1.91 亿元人民币），“十二五”期间的 9 倍（7200 万美

元，折合4.58 亿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

信息通报，2012）。

此外，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一带一

路”紧密相关。2015年11月19日，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

代表解振华表示，“一带一路”的合作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措施相结合，中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援助中，需

要考虑和加强低碳的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重视和发展

绿色金融也是在经济合作中纳入绿色低碳的要求，在与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中需考虑提高适应能力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未来开展南

南合作时将首先要考虑的内容。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为中国自主创立的与发展中国

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资金机制，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的重要工具。2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承诺对于《巴黎协定》的

达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在谈判中争取到了一

定的主动权。但目前有关这一基金的具体目标、实施机制和优先

领域等问题还在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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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是“发达国家政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赠

与水平在25%以上的赠款或贷款”。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

对外发展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而非南北性质的官方发展援助。2009年《内罗毕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强调“南南合作不是南北

合作的替代，而是南北合作的补充”，重申“南南合作是南方人民和国家团结一致的表现…南南合作及其议程应当由南方国家确定，应当继续以

尊重国家主权、国家自主和独立、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互惠互利原则为指导…南南合作是南方人民和国家的共同事业，源于共同经历

和共鸣，建立在共同目标和共同声援的基础上，依循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尊重国家主权和自主的原则。南南合作不应被视为官方发展援助，而是

一种基于团结一致的平等伙伴关系”。

南北发展合作的伙伴关系被视为“不平等”的，且并非出于“团结一致”的目的。南方国家“团结一致”的重要原因是与北方国家争夺国

家发展道路的自主权与选择权。冷战结束后，南北国家在环境保护与发展权利问题上产生矛盾，发展中国家需要团结一致与发达国家争夺发展

权，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为由约束南方国家发展的做法往往被称为“生态帝国主义”（Paul Driessen，2010）。1992年在巴西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但发达国家因其历史性能源消耗和污

染，以及现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将承担更多的责任。

此外，由南南合作的“互惠互利原则”可知，南南合作的概念大于“援助”的范畴，因为南南合作往往也包括贸易、投资等互利合作

的内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展的南南合作以“互惠互利”的合作为主，这也很可能是商务部成为中国对外援助负责部门的原因。（卢

峰，2013）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南南合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逐渐得到北方国家的认可。2005年，由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推动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以下简称“《巴黎宣言》”）并未提及南南合作的行为体与

合作模式。2008年，作为《巴黎宣言》后续行动的《阿克拉行动议程》则承认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2011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

四届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上，南南合作的合法性得到北方国家的进一步承认（崔文星，2016）。

南南合作的理念本身也在不断演化中，并且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变化，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在南南合作的发展进程

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自强，使得区域、次区域、跨区域的合作方兴未艾，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

家在南南合作的指引下，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力量，从而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孙靓

莹等，2016）。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对新时期南南合作提出了四条建议，最后一条提到

南南合作“要致力于完善全球发展架构。我们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巩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实现发展授权，扩大同发

达国家沟通交流，构建多元伙伴关系，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可见，中国对于南南合作的理解逐渐淡化南北对抗的色彩，而是基于全球治理

的长远目标推动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习近平，2015）

同时，南北合作也在实践中不断演化，特别是在援助的有效性方面，南方国家提出的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等要求

和主张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响应。例如，2011年第四届发展有效性高级别论坛达成的《釜山宣言》特别强调了推动发展合作有效开展的一系列共

同原则：

（1） 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发展优先级的所有权：发展中国家应自主决定发展模式和路径。

（2）关注结果：制定投资和发展政策应寻求产生可持续的影响。

（3）发展的伙伴关系：发展有赖于所有相关方的参与，并且认可各方功能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4）透明与责任共担：发展合作必须是对援助国全体公民透明的，而且是接受公民问责的。

这些原则是南北合作的参与各方不断反思的成果。对这些原则的贯彻有助于确保受援国在发展合作中获得实质的和有效的帮助，从而实现

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双赢。发展合作的有效性是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上述几点原则也值得南南合作参考。

与南北合作相比，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正逐渐凸显。对于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上文提到解振华气候特别代表的意见为“赠款”，而

不是以到发展中国家挣钱为目的（刘虹桥，2014）。这说明该基金本身作为一个发展援助性质的基金，具有长远的目标。这个基金可以作为全

球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来支持中国建立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通过对外援助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来实现自身在新时代的利益，而不可以让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之间的区别限

制了自身对援助内容和形式的选择。

专栏 1  |  南南合作与南北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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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与结构

二战以来，国际发展援助在目标、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不断发

展，相关研究也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1992年6月，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 Summi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Rio）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21世

纪议程》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一致的重要性，标志着“可持

续发展”正式从理论走向实践。由此，许多援助国将“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融入国际发展援助之中，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考

虑社会和环境影响。自1992年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

国际发展援助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理论研究中，

对援助国开展援助活动的多重动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不

同层面和利己、利他的不同角度有不少的探讨，但是针对实践的

研究往往集中于援助在受援国的有效性，对于援助国如何通过实

施援助实现合理的预期获益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聚焦受援国在对外发展援助中的合理获益。援助国合

理获益的实现对援助国和受援国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合理获益

的实现保障了援助国对外援助目标的达成，从而为援助国对外发展

援助的持续性提供较强的动力；然后，合理获益会推动援助国对援

助制度和具体项目进行积极的、有效的和优质的规划与设计，这最

终会提升援助过程与结果的质量和有效性；最后，于受援国而言，

援助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持续性、有效性和优质性能够促进受援国更

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由此可知，援助国合理获益的实现最终会实

现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赢。本研究即着眼于这一点，从双赢的一方

即援助国出发进行分析。当然，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

的范围，比如可以加强对受援国获益的分析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都扮演重

要角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开展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要在原有

的主要针对经济发展和民生的南南合作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在目的和内容上应该有哪些变化？要实现这些目的有哪些

值得借鉴的制度安排经验和项目设计上值得尝试的做法？本报告

将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性质、中国当下的国家核心利益

和气候变化的具体情境来识别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合理

预期获益。同时，针对识别的在援助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过程

中的案例，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可供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

金）参考的建议。

本研究主要选取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援助制

度和发展援助案例进行分析。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

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相应地，中国也将承担更多的国际

责任，这在对外援助领域表现为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总体规模和

水平的扩大与提升。2013年，中国总体对外援助净额在全球排

名第9位，其中双边外援额排在第6位，多边援助额排在第7位，

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会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援助额排在前五的成员国

（JICA，2014）。那么，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和影响力的

提升，随着中国对外援助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如何更好地实施对

外发展援助等以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就变

得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发展援助

或许会给中国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一方面，中国与一些主要西方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实力和地位不断接近甚至超出，中国对外

发展援助的战略目标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期望与

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是传

统援助方，其对外发展援助的历史较长，对外援助的经验更为丰

富，也有许多成功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可以通过对这

些援助国和地区发展援助制度和发展援助案例的学习来促进自身

对外发展援助有效和优质地实施。本研究期待通过对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发展援助制度和案例进行总结与分析，从而为中国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也为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基金的建立提出相应的建议。当然，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其他优秀

的制度安排和案例经验还有很多，比如，中国近年来在其他领域

开展的南南合作就在不同层面积累了较多的优良经验，这些经验

也值得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进行学习与借鉴，未来的研究也可

以在这方面进行深化与拓展。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援助方的合理获益
建立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合理获益预期，以及识别

实现合理获益预期的可能方法，对于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建

设与运行至关重要。只有明确地识别本国的核心利益并对获益建

立合理预期，才能准确而有效地指导实际工作的内容与形式，以

及为实践中的工作调整提供重要参照。在国际援助中，相较于援

助方，受援国的获益更明显，更易于量化和衡量。中国作为新型

的援助大国，也需要意识到传统的援助大国在“给予”的同时，

自己也可以取得合理获益，实现双赢。只有对援助行动的获益

建立起合理预期，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项目、开展行动和进行评

估。本章将通过考察发展援助的动机、气候变化领域的独特性，

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来识别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中可预期的合理获益。

2.1 国际发展援助的动机分析

广义的国际发展援助，指的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一种特

殊形式的转移支付，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另一个国

家（或地区）提供的无偿或有偿的货物或资金，可以用以解决受

援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问题

（李小云，2009）。国际发展援助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

具，在促进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服务于援助国自身

的国家利益（毛小菁，2009）。一般而言，国家对外政策所要实

现的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外援助是实现

这些利益的方式之一，其他方式还包括多边外交、双边外交和投

资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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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每个经济发达国家

应逐步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援助发展中国家，并将尽最大努力实

现其官方发展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目标。

2015年，美国、德国、英国、丹麦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分别列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前五位，其中只有英国和丹麦实现

了超过0.7的目标，美国和德国分别为0.17% 和0.52%（OECD，

2016）。本报告选取了欧盟、德国、英国、美国、瑞典和丹麦六

个主要国际发展援助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对外战略目标与援助战略

目标进行分析（表2-1）。这些国家和地区组织经济都较发达，在

对外援助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其援助中包含了相当比例的

以气候变化为目的的援助，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由表2-1可见，上述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对外战略目标或战略

表 2-1  |  主要国际发展援助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对外战略目标与援助战略目标 （I）

对外战略目标 援助战略目标

欧

盟

《安全战略》（European Union, 2016）
强调“周边政策”对欧盟安全政策的特殊意义，

以及“建立在有效的多边机制之上的国际秩序”

的重要性，指出欧盟应充分利用贸易政策和发

展援助政策实现这些国际战略目标。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European Union, 
2016）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包括：维护和平，加

强符合相应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安全，促进国

际合作，发展并加强民主与法治，以及尊重人

权和基本自由。

《欧洲发展共识》（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包括“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水和能源”等。

《为了变革的议程》（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优先内容包括“人权民主与善治”、“包容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等。

双边、多边政策文件如《欧盟与中国：2020 合作的战略议程》（European 
Union, 2013）
内容包括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等。

《科托努协议》（European Commission, 2000）（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

平洋国家的伙伴协议）

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与环境，包括气候的原则应被应用在伙伴关系的每一

个层面。

德

国

德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与欧盟具有一致性，而且

德国拥有环境运动历史悠久、全世界唯一参与

过联合执政的绿党，以及世界领先的环境技术。

德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环境保

护在其全球战略（包括对外援助战略）中占有

非常突出的位置。

《德国观点：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Germany Federal Government, 2006）
德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包括：减贫，加深经济

合作，在全球推进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推动

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增加和改进对发展的融

资支持，利用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的机遇。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联合执政协议》（Germany Federal Government, 2005）
“发展政策是德国整体外交政策的特殊部分…我们寻求实现《千年宣言》

的目标并实践其原则，特别是 2015 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我们的双边合作

中，我们将与其他援助国保持密切沟通，审视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优

先领域”。

利益具有相似性，主要是安全与和平、繁荣与发展。这一战略目

标的实现能够保障贸易增加、促进国内出口、增加就业等，从而

减小社会动荡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负担。从上述战略目标出发，这

几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被设定为减贫和经

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同时，其援助战略

中也会融入民主、善治和人权等社会价值要求。总之，国家（或

地区）的全球战略目标及社会价值决定了其开展国际发展援助的

内容和方式，而国际发展援助的成功实施则能够推动国家（或地

区）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

不同类型的对外援助所服务的利益有所区别。美国国会

研究服务中心将美国的对外援助分为“出于人道主义和发展

目的”的援助、“兼顾发展和特别政治/战略目的”的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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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  主要国际发展援助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对外战略目标与援助战略目标（II）

对外战略目标 援助战略目标

英

国

《变化中世界的积极外交：英国的国际优先领域》（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2006）
优先领域：推进以人权、民主、善治和环保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和减贫。

《国际发展法》（UK Legislation, 2002）
发展援助的优先目标是通过经济发展减少贫困，深化

可持续发展，同时遵守国际承诺，致力于实现联合国

千年目标，努力提高援助透明度和援助效率。

《英国援助：在国家利益内应对全球挑战》（DFID，
2015）
发展援助的四项新战略目标：加强全球和平、安全与

治理，加强对危机的响应和恢复力，推动全球（经济）

繁荣，消除极端贫困并帮助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

美

国

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使命 （US department of state）
本部门的使命是塑造和维护一个和平、繁荣、公正和民主的世界，为

美国和世界人民的稳定和进步创造条件。这一使命由美国国务院与美

国国际开发署共同承担。

美国国际开发署使命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开展合作以终结极端的贫困，并在推进我们安全与繁

荣的同时促进建立坚韧、民主的社会。

《美国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The White House, 
2012）
四个支柱：强化民主制度，刺激经济发展、贸易和投

资，推进和平与安全，推动机会和发展。

瑞

典

瑞典的外交政策着眼于与近邻、欧盟和联合国的活跃成员间的合作

（Tarnoff et.al, 2016）

政府法案《共担的责任：瑞典对于全球发展的政策》（Sweden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 2002）
核心元素：对人权的尊重，民主与善治，性别平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社会安全，冲突管理和人类安全，

全球公共产品。

《援助政策框架》（Utrikesdepartementet，2013）
六个子目标：推进民主和性别平等，提升对人权的尊

重，促进消除压迫；贫困国家人口获得更好的教育和

发展机会，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更好的环境，有限

度的气候变化；改善基本健康；消除暴力，促进安全；

拯救生命、减轻痛苦，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

丹

麦

《变化时代丹麦的外交与防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2016）
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给丹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个负责任

的全球行为体，丹麦将积极为解决全球性挑战做出贡献。新时期的外

交政策应当服务于丹麦的全球利益，确保丹麦的能源和资源被运用到

最有利于丹麦利益的地方，从而确保丹麦对世界的影响符合自身的利

益和价值观。

多边参与：确保国际合作的秩序规则与公平竞争的环境，推动多边应

对国际挑战。

双边合作：促进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的实现。

发展政策、稳定和经济外交：将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议》等融入经济发展与合作。

《丹麦新发展合作战略文件》（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 2016）
丹麦发展合作是履行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丹麦

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丹麦发展合作与丹麦的外交和安

全政策紧密相关，发展合作的目的是确保我们和我们

的后代在一个更加安全、自由、繁荣和公正的世界中

生活。丹麦发展合作旨在减少贫困，促进可持续的经

济增长，推动建立和维护自由、和平、稳定、平等和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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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安全目的”的援助。出于安全目的的援助分为军事类援

助和非军事类援助，出于人道主义和发展目的的援助分为人道

主义援助、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发展援助2。发展和人道主义援

助政策主要服务于以下目标：第一，追求援助国的既得利益，

包括短期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长期的战略和安全利益；第

二，谋求援助国广义的国家利益，包括塑造民族形象、提高国

家声望、宣扬社会价值（如民主、法治、人权和社会团结）和

传播生活方式等；第三，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包括保护环

境、缓解贫困和减灾救灾等，并且通过这些活动营造援助国的

国家形象。

根据以上分析，表2-2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政治获益和经济获

益进行了梳理。对外援助项目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获益目标的实

现，但不同类型项目的侧重会有所区别。侧重经济获益的援助项

目往往会与贸易投资等政策协同发挥作用，而侧重广义和长远国

家利益的援助项目则更加突出利他性特征，如减贫和环保等，气

候变化的国际援助即属于后者。

2.2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特殊性

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气候变化

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作为一个全球问题，其污染者和污染影响

的广泛性、气候变化影响的滞后性、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科学

的不确定性、成本的现实性，以及南北的不均衡性。这些特点导

致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特殊性。

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污染者的广泛性意味

着，要实现气候安全，只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开

展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污染影响的广泛性也说明气候安全是经

表 2-2  |  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预期获益

短期 长期

政治获益 获得在个别国际事务上的支持。 国际形象和秩序构建，例如制度性话语权。

政治获益

输出产能，确保原材料，例如输出基建工

程和过剩产品。

减少紧迫的环境压力，例如治理边界上的

重污染工业。

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例如经贸关系的发展，“一带

一路”倡议。

促进长期的环境安全，例如控制气候变化的恶化趋势，

保障未来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

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大利

益，因此，撬动其他国家共同分担减排的责任，往往也是国家

外交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成功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要与制

度层面的国际合作相结合，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进程，一方面以积极成果促进互信，鼓励更大的行动雄心，另

一方面以伙伴关系促进谈判阵营的团结。

其次，污染者和污染影响的广泛性意味着不论是气候变化

减缓还是气候变化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几乎涉及社会

经济的每一个行业，也将体现在从政策、管理到技术、文化

的每一个层面。因此，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要各部门以

及社会各界的携手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有

一定的“锁定效应”，也就是说，一旦设施建成，由其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其使用生命周期内将很难减少。所以需要

实现气候变化在发展援助中的主流化，即将气候变化适应和

减缓的工作融入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合作中去，在发展援助项

目的设计和执行中考虑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和气候变化的风

险管理。

第三，污染影响的广泛性也意味着全球将共享气候变化减

缓的效益，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而气候变

化适应的援助则与地方性环境保护的援助相似，能让受援国在

本地感受到更直接的获益。有些气候变化减缓的项目具备减少

其他本地污染物的协同效益，这类项目使受援国获益比较直

接。一般而言，技术落后国家的边际减排成本较低，《京都议

定书》下的清洁的发展机制就是利用这种情况来降低发达国家

的减排成本。所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要尊重受援国发展优

先选择，也就是说，应该发挥受援国选择项目优先次序的自主

性，优先开展受援方获益比较直接的合作，并且以一种务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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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战略上的不确定性。

第四，环境影响的滞后性、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成本的现实

性意味着，对多数经济发展任务紧迫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一段

时期内存在经济发展和控制排放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受援国自身

应对。同时，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之间也存在着资源分配的问

题。因此，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一般认

为短期的减缓力度越大，未来长期的适应需要越低，但是这种此

长彼消的关系在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却很难量化，此二者的关系

需要援助国和受援国共同来处理。这也说明了在合作中尊重受援

国自主选择权的重要性。

2.3  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合理获益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报告认为，作为援助国，中国在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中可以预期的合理获益包括以下几点：

(1)     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分享气候安全带来的长远的政治和经济

安全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未来的气候安全是援助国和受援国之

间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也被认为是双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的主要动机。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和较强的适应能力意味着

较低的气候危害，并能降低气候危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与工业

革命前水平相比，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是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建议的气候安全阈值。环

境非政府组织DARA和气候脆弱性论坛（Climate Vulnerable 
Forum）2012年发布的报告《气候脆弱性监察（第二版）》中

指出：气候变化已经造成全球GDP每年降低1.6%，而这一数字

预计会快速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3.2%。长远来看，有

研究显示，如果气候适应的努力没有变化，在排放照常的前提

下，气候变化在2100年可能会导致全球人均收入减少23%，同

时加大全球的贫富差距。德国全球变化咨商委员会（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2007年发布的题为《气

候变化: 安全的风险》的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

影响，认为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特别大的国家。气候变化对

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但现有的生态问题和社会

问题可能加剧，经济的活力会受到影响，最终会影响中国的政

治稳定。

2014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

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刘之

杰，2014）。事实上，气候变化影响不论发生在国家境内还是境

外，都会对国家及人民安全造成损害或风险。气候变化会危及国

家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

源安全、核安全和政治安全（张海滨，2015）。可见，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以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基础的国

际合作，不仅是出于道义，而且是在维护包括人口安全、国土安

全和军事安全在内的核心国家利益。

(2)    巩固发展中国家团结

目前全球行动的目标与气候保护要求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差距。《巴黎协定》为消除这种差距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是通过不断回顾行动的成果与差距来逐步提升各国减排的信

心。这种方式就要求现有行动产生积极的成果。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产生的积极成果可以作为国家行动和南北合作成果的补充

来发挥这样的作用。而这些积极成果也有助于为援助国参与气

候治理中提供经验性的信息参考，这些信息主要是技术和方法

方面的。

同时，在气候变化的南北角力将依然长期存在的背景下，

南南合作确实会增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为中国获得一些

必要的、可以在一些议题上共同进退的盟友。中国的南南合作

倡议虽然可以满足一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要，

但是从气候治理的角度来看，短期的盟友可能通过金钱支持来

获得，若要获得长期的坚定盟友，则需要通过合作建立起在价

值观、方法学和软实力方面的共识，以及源自于民间的良好印

象和观感。

(3)     扩大国内可应用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绿色技术和产业的国际

市场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绿色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低碳

节能领域的产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积累，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国际

竞争能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向

海外的发展。首先，中国将绿色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进行重

点发展，以期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促进优质就业和经济增

长、解决国内环境问题等方面发展重要作用。2013年，全球

绿色技术市场的市值达到2.5万亿欧元，预计2025年可以达到

5.3万亿欧元。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2014）。其次，绿色产业的发

展，特别是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全

球气候保护的整体战略目标是一致的，这也与发展中国家在应

对气候变化中对技术的需求相契合。参与南南合作的国家通常

具有相似的地理、气候、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使得适应

和采纳经检验的技术更加容易（联合国粮农组织，2016）。本

报告在访谈中发现，如果是在中国市场已经成熟的产品技术，

一般走出去的时候也不需要国家进行额外的补贴。成熟产品产

业意味着竞争力和更容易满足国际经贸相关规则，同时也减轻

了国内的财政负担。

(4)     其他“软性”获益

有两项获益，并不是国家的战略利益，但却是实现国家战略

利益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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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培养了解发展中国家国情并有能力在当地开展工作

的项目管理专家，以及在更高层次上对可持续发展有所理解的

人才。人才是一个国家施展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专业人才的

业务技能、知识积累和人脉网络有助于提高项目的实施效率，

提升援助国的沟通影响力，并成为援助国构建全球战略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培养专业的国

际合作人才队伍也应被视为援助方的战略利益之一。专业的国

际合作人才包括：掌握受援国语言并了解受援国国情与当地民

情的本国项目管理人员，了解中国国情并理解中国治理理念的

国外工作人员，以及视野开阔、有能力开展项目合作与交流的

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加强作为政府双边关系重要补充的民间联系，树立多

维度、多层次、积极的国家形象。增进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民

间的联系也是援助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信息交

流和情感搭建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友好稳定的外部环境不仅需

要受援国官方对援助国核心利益的支持，也需要受援国民间对援

助国整体形象和行为的认可。民意是官方支持的重要基石，执政

者会换届，民众却一直都在。因此，民间关系的经营在对外援助

中也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指

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得到各国

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

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对于受

援国而言，与中国的民间有更多的互通，也有助于增进其对于中

国的了解，有利于与中国共同探索更多的合作发展机会。此外，

民间联系可以推动双方民间合作，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及

社会问题，这有利于社会各方的团结和稳定，因此也有利于维护

援助国的相关利益。

此外，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是实现援助国战略利益的前提。如

果援助项目本身没有在受援国实现援助效果，援助国的获益也将

难以实现。因此，在气候变化的对外援助中，援助项目首先需要

在受援国产生实际效益，且确保避免和减少项目对当地环境与社

会的负面影响。

可以看到，按照原有的侧重于硬件和技术的援助方向是不足

以实现这些获益预期的。因为这些获益都需要合作双方在政策，

管理层面产生双向甚至多向的知识流动，这些知识不仅仅是技术

上的学习，也包括在实践中的不断积累的对于合作方式方法内容

的思考，以及国情民情的相互理解。这就意味着新时期背景下的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要开始关注知识与人这些软性的合作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秉承“援外八原则”的精神，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

第二，尽力而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第三，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

这既是过往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应坚持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刁莉、何帆，2008）。中国对外援助是一个不断发展与调整的过程。1978 年后，

在中国整体外交战略向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逐

渐减弱；经济因素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不断增大；越来越侧重能力建设；环保因素在对外援助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黄梅波、任培强，2012）。

专栏 2  |  中国的对外援助现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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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  中国的对外援助现状(II)

图 1  |  对中国对外援助净额的评估（单位: 10亿美元）（JIC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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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援助规模上，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援助金额达3456.3
亿元人民币。依据《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可知，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金额为

323.2亿元人民币（36.2%），无息贷款金额为72.6亿元人民币（8.1%），优惠贷款金额为497.6亿元人民币（55.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2014）。2012年，中国的对外援助净额为52亿美元，2013年稳步增加到54亿美元，2014年下降到49亿美元。2013年，中国总体对外援助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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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排名第9位，其中双边外援额排在第6位，多边援助额排在第7位。中国总体对外援助额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会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援助额排名前五的成员。具体情况见图1、2（JICA，2014）。

在对外援助渠道上，中国对外援助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双边援助进行的。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亚洲地区30
国，非洲地区51国，大洋洲地区9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国，欧洲地区12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除此之外，中国也不

断加强多边援助，这一般是向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相关组织机构捐赠资金并参与由其主办或支持的项目，总体而言，这种援助的规模有限。具

体情况见图3。

专栏 2  |  中国的对外援助现状(III)

图 2  |  DAC成员国ODA净额与中国对外援助净额的比较（单位：10亿美元）（JIAC, 2014）

图 3  |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分布（按援助地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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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援助方式上，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

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具体情况见图4。

目标

中国对外援助秉承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原则，战略目标在于促进更加平等均衡的共同发展，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扩大在全球发

展事务领域的责任和角色、代表性和话语权。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及对外援助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中国

受益于自身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白云真，2013）。 

具体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侧重以下目标：通过对外援助支持中国的外交，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有助于巩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关系，也有助于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崛起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通过对外援助保障能源和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通过对外援助鼓

励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对外援助宣传中国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刁莉、何帆，2008）。

对于受援国而言，《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指出，中国对外援助旨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重点支持其他发展

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专栏 2  |  中国的对外援助现状(IV)

图 4  |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分布（按援助投入领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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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援助的制度安排—国际经验
回顾和总结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战略目标和获益后，

这些传统援助大国的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经验同样值得借鉴。从当

今全球发展形势及中国自身发展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

不可逆转（胡键，2015）。尽管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

海外利益的广泛性与全球性，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比

性。发达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政治、安全、环境、贸易、金融、信息

技术等公共问题的治理，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国际经验，他们的国际经

验将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重要启示（唐颖，2010）。

这一部分在介绍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组织发展援助的制度安

排时，绘制了相应的图表以更为清晰地展现其对外援助的特点。图

表主要包含援助政策制定、援助政策执行、具体项目执行、援助资

金来源以及援助监督等几个部分。政策制定部门依据本国／地区组

织的对外援助总体规划制定对外援助的基本政策；政策执行部门负

责管理和实施对外援助的政策，在援助项目的具体执行上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政策执行部门下有专门的项目执行机构负责援助项目

的实施，另一种是政策执行部门将项目外包出去，由非官方的专业

机构开展援助项目；援助资金方面，一般是由财政部门依据援助规

划和政策的资金需求进行资金拨付，并有专门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关

的信贷服务；在援助监督上，从援助规划的制定到援助项目的执行

都有专门的部门和机构进行监督。此外，部分政府部门和机构也会

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援助规划的制定和援助项目的执行中来。

3.1 欧盟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欧盟是为国际发展援助提供公共资金最多的全球行为体。2013
年，欧盟和其28个成员国共提供565亿欧元用于国际发展援助，占

国际发展援助资金总额的60%（欧盟发展援助目标报告，2014）。

这些资金包括了欧盟各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的双边和多边对外援

助。由于欧盟大多数成员国有各自的发展援助项目，欧盟委员会的

援助项目一般会与这些国家协调，确保内容上尽量互补，从而扩大

受援国的受益范围。近年来欧盟主要对外援助预算见表3-1。

欧盟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在

欧盟层面组建，于2010年12月正式运行，是欧盟推行对外政

策的外交机构，负责制定发展援助资金的多年度规划，主要的

政策目标是确保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欧盟对外发展援助资

金来自多种不同的途径，主要包括欧洲发展基金（European 

表 3-1  |  欧盟主要对外援助预算（2014—2020年）

名称 区域 / 主题 预算 比例

区域类

欧洲发展基金（EDF） 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 305 亿欧元 34.24%

发展合作工具（DCI） 拉美、亚洲、北非 205 亿欧元 23.13%

欧洲邻近地区工具（ENI） 中东欧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154 亿欧元 17.38%

加入前工具（IPA） 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 117 亿欧元 13.21%

主题类

公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项目

（CSO-LA）
帮助发展伙伴提高治理水平 19 亿欧元 2.14%

全球公共产品与挑战项目

（GPGC）
应对全球性挑战 50 亿欧元 5.64%

欧洲民主与人权工具（EIGHR）
帮助提高非欧盟国家的民主和

人权水平
13 亿欧元 1.46%

促进稳定与和平工具（IcSP） 维和与冲突预防 23 亿欧元 2.60%

资料来源：根据 European NGO Confederation for Relief and Development 在 2014 年 11 月发布的报告 “Guide to Europe Aid funding instruments 2014-2020”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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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Fund）和欧共体的援助性预算（EU's general 
budget）（吴燕妮，2010），后者由欧盟委员会下的欧洲援助总局

（EuropeAid）负责实施。欧盟没有自己的发展代理机构，而是

委托国有、私人、国际及国内组织来实施项目。例如，中欧清洁

发展机制促进项目的执行机构就包括瑞典环境研究院(IVL)、中国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迪锐思（中国）咨询有限

公司（DS）、德国莱茵技术有限公司（TÜV）、中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等。

3.2 德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德国发展援助源于其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承诺，资金主要来自国内

的公共资金，包括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和教会税3收入。教会税收入

的资金主要由相关教会基金会用于与其相关的社会服务，例如德国基

督教发展服务社（EED）和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MISEREOR），

包括支持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机构和项目。德国联邦政府中主管对外

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的部门是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BMZ），主

要负责发展合作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其他部委如环境部也会有相关的

国际合作资金被计算在官方发展援助之内。

德 国 国 际 合 作 机 构 （ G I Z ） 前 身 为 德 国 技 术 合 作 公 司

（GTZ），是德国主要的官方发展援助机构，成立于1975年，总

部设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埃施博恩（Eschborn）。其注册形式是一

个国有企业，主要执行德国双边发展合作框架下的项目。GIZ的资

金来自德国的不同部委，主要是BMZ的双边合作资金，它也会承

担欧盟的发展援助项目。

项目领域包括扶贫、环保、就业等，形式以技术合作、政策

对话为主。2011年，在GTZ到GIZ的改革中，GIZ并入了原来国际

培训与发展公司（InWent）和德国发展服务公司（DED）的主

要业务范围，也就是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界、政界和民间机构的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国际化、跨文化的培训，促进国际交流

与对话，同时派遣德国发展援助人员到有关国家传授相关技术、

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当地人员，协助发展合作项目的实施。2015
年，GIZ的业务金额达到了21亿欧元，全球雇员总数为17319人，

其中70%左右在海外的130个国家工作（GIZ2015年年报）。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是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资拥

有的政策性银行，服务于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BMZ），承

担促进德国和欧洲经济发展、促进德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

以及办理对外援助所需的融资和贷款等职能。

GIZ作为赠款项目的主要执行方，在政策框架和技术咨询上的

工作可以为KfW的融资项目提供支持，一方面是提供更友好的政策

环境，另一方面是通过更充分的技术性讨论让项目设计更加成熟。

而KfW则为GIZ引入的一些新方法的试点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服务。

图 3-1  |  欧盟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的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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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  德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图 3-3  |  英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根据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BMZ）的公开资料整理。

来源：根据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公开资料整理。

3.3 英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国际发展部（DFID）是英国负责发展援助的主要政府部门。

DFID在英国设有伦敦和东凯布里兹两个总部，此外还在国外设有

51个海外办公室。2015至2016财年，DFID雇员为2852人，其中

1369人在海外工作（DFID，2015-16年年报）。DFID还代表英国

政府持有英国发展金融机构（CDC）的全部股份，通过CDC对非

洲和南亚相关国家进行股权和债权投资。此外，英国国际发展部

负责就英国的对外援助议题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协调（驻英国经

商参处，2014）。这些部门主要包括国防部、财政部、外交部、商

业部、卫生部，以及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等。按财年统计，

2015至2016财年，DFID总支出近97亿英镑，项目支出中双边合作

占62%，多边合作占38%，项目支出以外的运营成本约为2.4亿英

镑，占总支出的2.4%左右（胡键，2015）。 

严格意义上说，DFID不是一个执行机构，而是一个资金管理

机构。因为DFID对援助资金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合作者来进行，合

作伙伴包括多边机构、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DFID的双边援助项

目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来进行，可以投标的部门包括多边机构、社会

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双边合作中，DFID只在项目国的使领馆驻有

少量工作人员监督项目的进展，并负责与项目相关方的联络工作，

本身并不执行项目，扮演着类似于基金会项目官员的角色。

DFID下设两个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一是英联邦奖学金委员

会（CSC），负责管理英联邦奖学金和学者计划；二是援助有效性

独立委员会（ICAI），负责对英国对外援助进行审查，以提高援

助预算实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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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1961 年建立的国际开发署（USAID）是美国最主要的对外援

助机构，至今仍管理着美国大部分对外援助项目。国际开发署主要

负责建立以可持续发展、善治、满足人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长期发

展援助项目。美国国务院是国际开发署的领导机构，国际开发署负

责人直接向国务卿汇报外援情况。

国际开发署是一个专门的执行机构，它会建立自己的项目

团队来执行项目，同时也会把一些项目分包给其他机构来执

行，如受援国的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和受援国的非政府组织

等，自己则承担管理职能。2015年，国际开发署在海外87个国

家设立代表处，雇有2099名驻外美籍工作人员、4490名外籍

员工、1700名国内工作人员和1485名其他工作人员，通过12个

海外任务账户开展相关工作（USAID，2015）。2016年国际

开发署申请的预算共有223亿美元，其中107亿美元在其“核心

账户”中，这些账户包括发展援助、全球健康项目、国际灾害

援助、食品换和平、转型倡议、复杂危机基金和机构行政开支

（USAID，2016）。

图 3-4  |  美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公开资料整理。

国会

国务院
其他联邦部委， 

如千年挑战集团等

国际开发署 
（USAID）

信贷服务 
美国进出口银行

（Exm Bank）
外部专业执行机构

总统/行政分支

实施

政策与计划制定

不同的援助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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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  丹麦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根据丹麦外交部报告和 DANIDA的公开资料整理。

3.5 丹麦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2015年，世界上满足联合国制定的将国民总收入的0.7％

用于发展援助的目标的7个国家中，3个是北欧国家，这体现出

北欧国家对于发展援助的重视。丹麦在1978年就达到了这个

目标。2015年，丹麦净官方发展援助额（Net ODA）为30.27
亿美元。4 2015年，丹麦国际发展援助（Dan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DANIDA）已在73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援助，重点援助21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非洲和亚洲最贫

穷的国家。2010年，丹麦双边援助中约40％的资金流向社会领

域，尤其是教育和卫生领域。双边援助的重点是有限数量的伙

伴国家和部门，而多边援助则主要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区

域开发银行和欧盟开展。5

1963年，丹麦国际开发署建立，随后改名为丹麦国际发展

援助。20世纪90年代，丹麦对DANIDA进行行政重组，其从一

个独立的部门变为外交部的服务部门。作为对外援助的主管部

门，外交部与政府其他部门在共同关心的领域紧密合作，例如

欧盟政策、环境、气候、安全等议题。外交部有两个负责人，

外交大臣和发展合作大臣，两者在政府里的地位是平等的。发

展合作大臣领导丹麦发展合作的各个方面，对任何丹麦发展援

助相关问题（战略、规划、政策）有最终决策权。丹麦国际发

展援助理事会（DANIDA Board）和国际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亦在丹麦发展合作中发挥重

要影响。这两个机构被委托为发展合作大臣在发展问题上提供

独立的建议，其成员来自于科技界、商界、非政府组织等，建

议覆盖发展政策、战略和行动计划等方面（李娜，2014）。

议会

其他部委
   外交部： 

发展合作大臣

外部专业执行机构
信贷服务 

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
（IFU）

首相/内阁

全资拥有

实施

政策与计划制定

其他技术合作预算 经济类发展合作预算

执行：赠款资金管理 
丹麦国际发展援助 

（DA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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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与中国援外制度安排的对比

纵观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发展援助部门设置，可从以

表3-2中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组织都有专门的援外部门。援外部

门与经济发展部门和外交部门的联系都非常紧密，或接受外交部

门的领导，或是在更高级别与外交部门进行协作。这体现了对外

援助作为国家外交战略工具的特性。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

德国和美国那样设有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执行机构，例如英国的

国际发展部和欧盟援助总局只是进行资金的分配和结果的评估。

通过本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机构来实施项目，可以在全过程中控制

项目的进展，也更有利于在合作中增加对受援国的了解、建立关

系等，而只分配和评估资金的方式把需要执行能力的工作大量外

包出去，可以降低援助机构自身的运营和管理成本。

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参与对外援助的机

构要主要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进出口

银行。援外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进行统一管理。商务部及国

务院其他参与对外援助管理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管理本部

门的援外资金。

目前，商务部的对外援助司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管理部

门，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方案，推进对外援

助方式改革；组织对外援助谈判并签署协议，处理政府间援助事

务；编制对外援助计划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对外援助项目的实

施。商务部所属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

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分别受托管理援外成套项目、技术合作项

目、物资项目和培训项目的具体实施。

外交部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是针对国别和地区给出咨询与建

议，并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中的发挥协商、协调的工作。外交部

政策规划司会参与拟订年度援外计划。中国的驻外使领馆的经济

商务部门会协助商务部办理与对外援助有关的政府间事务，负责

援外项目实施的境外监督管理。地方商务管理机构配合商务部，

负责协助办理管辖地有关对外援助的具体事务。

商务部在制订国别援助方案和对外援助资金计划时，与外交

部、财政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沟通并征求意见。商务部同外

交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正式成立过对外援助部际联系

机制。目前，部际联系机制已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其他一些部

门因为现实需要也会从其预算中拨付相应的经费用作对外援助，

如卫生部负责医疗队的派遣，农业部负责挑选专家完成渔业和农

业方面的相关项目，教育部负责奖学金的发放，中国共青团负责

青年志愿者项目。此外，国防部、铁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时

也会参与到援助项目中来。

与上述列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相比，中国对外援助制度

的特点包括：没有专门的对外援助部门，对外援助事务的整体级

别较低，外交部门在对外援助事务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等。

表 3-2  |  国家发展援助的部门设置比较

欧盟 德国 英国 美国 丹麦

是否有专门的援外部

门
是，Europe Aid 是，BMZ 是，DFID 是，USAID 是，DANIDA

援外部门是否接受外

交部门领导
是 否（跨部门协调） 否（跨部门协调） 是 是 **

是否有专门的官方执

行机构
无 有，GIZ* 无 有，USAID* 无 ***

* 有执行机构不意味着所有的援助项目都由其来执行，GIZ 与 USAID 也会把一些项目转包出去。
** 虽然没有“援助部”，但是外交部负责援助的大臣与负责外交的大臣是同级别的。
***DANIDA 是外交部下设管理部门，其开支占官方发展援助（ODA）总开支少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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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  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开资料整理。

发展援助项目案例-国际经验
中国所开展的对外援助6主要出于发展和人道主义目的。而

“南南合作”所指的主要是出于发展目的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有

时还会包括贸易与和投资在内的经济合作。中国开展的对外援助

主要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这三种方式。内容上来

看，无息和优惠贷款项目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中的贷款项

目差别不大，而除人道主义救援以外的无偿援助，也就是帮助受

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

合作、物资援助中，物资设备和硬件相关技术所占的比重非常

高，在管理和政策层面工作做得不多。这种特点也反映在气候变

化的南南合作中。

本报告所选取的项目案例主要集中在技术和人员类的智力合

作上，而不是基于物品或者基建设施等硬件方面的援助。这样的智

力合作在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形式中被归为“技术援助”。7 技术援

助的内容和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 成套项目建成移交后，应对方要求，由中方派遣专家，

继续对项目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并协助改进项目的经营

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 派遣医疗队，为受援国人民防病治病。

 ■ 承担可行性考察、勘探、设计等投资前的技术活动。

 ■ 派遣专家提供单项的技术指导。

 ■ 提供少量工器具、图纸和技术资料。

 ■ 派遣专家和顾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 接受外国实习生来华学习，为受援国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

聚焦此种类型案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以往的南南合作中对

这方面不够重视。虽然硬件援助有助于带动资金、产品和劳务的

流动，而软件援助则更有利于促进援助国内部的文化、价值观和

外交政策等各种要素向受援国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陈莹，

2014），从而有利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上一章列出了中国作为

援助国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可以预期的合理获益，除了气候安

全获益需要软硬结合之外，其他四项可预期的获益，包括人才培

养、谈判支持、绿色产业走出去、民心联通，都需要知识、网络

等软性的项目产出。

本报告选取的项目案例都是各国官方发展援助的一部分。项目执

行处于不同的进行阶段。有些项目已经结束，有些项目仍在实践。虽

然有些项目成功与否尚难评估，但是，将这些案例的项目设计与国家

的援外战略放在一起审视，可以看到“多要素多层次的扩散与渗透”

的内在逻辑，这在南南合作双赢机制中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

国务院

内部专业执行单位 外部专业执行机构

实施

部际协调机制

政策与计划制定

计划制定

全资拥有部门预算

商务部 
对外援助司

信贷服务 
中国进出口银行等

其他行业部
委的对外援

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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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转型亚洲项目（欧盟）

选取“转型亚洲项目”作为案例，不仅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

欧盟在对外援助项目上的特点和影响力，与气候变化议题的相关

性；还因为该项目的模式比较成熟，不仅项目第一期结束后还有第

二期继续下去，其核心设计理念也被应用在其他欧盟发展援助项目

中，如中欧环境治理项目( EU-Chin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gramme)。此外，中小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机制可以作

为该项目的亮点，成为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可以借鉴的内容

之一。

1. 项目介绍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逐渐形成共识，欧盟把“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列入了2007—2013年的区域合作（即其发展援助战略）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中。2008年，欧盟投入约5亿欧

元启动了“转型亚洲项目”（SWITCH-Asia）。项目旨在通过支

持有意识的消费者、企业和机构，鼓励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在受援国

的基层实践，并将优秀案例在亚洲甚至全球范围进行推广。这一目

标与欧盟对外援助战略中对可持续性的关注一致。项目顶层运营由

欧洲援助总局内的发展与合作办公室来实施，各受援国的协调则依

赖于派驻在各国的欧盟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基层项目则由“转型亚

洲项目”在各国的协调员组织第三方专家进行评估。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项目实施路径：一是资助项目，也就是对基层的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的创新实践进行小额资助，这是公开招标的项目，需

要欧盟和受援国的机构合作申请，由欧洲援助总局的发展与合作

办公室进行审批；二是网络支持，主要是在基层实践者之间建立

网络，促进相互学习，网络支持/协作（Network Facility）部分

是由德国GFA咨询集团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合作中心(CSCP)来

执行；三是政策支持，主要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能力建设、

政策对话等方式，支持受援国从政策层面辅以更好的措施来确保

项目的落实，基层实践中产生的优秀案例会通过这一机制进行推

广。欧盟在一些国家也设立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项目，由欧盟

图 4-1  |  转型亚洲项目中的资金流和知识流

来源：作者根据访谈结果绘制。

政策支持对象：政府

政策支持：UNEP（区域）+国家政策支持项目

资助项目管理：欧盟使领馆

欧洲援助总局

资助项目执行：主申请机构 资助项目执行：伙伴机构

网络支持 GFA+CSCP

欧洲机构

资金流

受援国机构

知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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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该国的官方机构合作进行。

“转型亚洲项目”的招标要求欧盟和受援国的机构共同申请。

申请方可以是商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非政府组

织、发展机构，而项目的服务对象则是中小企业、商业支持机构、

金融机构、零售商和消费者组织等。“转型亚洲项目”一共在20
个国家的11个行业开展了100多个基层项目。项目内容包括清洁生

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生态标签、环境管理体系、绿色金融、工

业共生，以及针对可持续性的产品设计、可持续的供应链管理等。

“转型亚洲项目”的整体设计体现出了“（项目）实践—

（伙伴）学习—（政策）推广”的循环，以好的基层实践结合

上层的政策交流来推动良好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相关的政策。因

此，虽然“转型亚洲项目”支持很多实践类的项目，但最终的产

出是对政策制定有参考意义的知识，所以根本意义是政策层面上

的。“转型亚洲项目”设计与欧盟整体的外交战略和援助战略的

目标和价值一致。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目标，与欧盟《共同外交

与安全政策》和《欧洲发展共识》中对于环境与可持续性的目标

相一致。同时，以经验促进政策改革的方式也符合这些文件中有

关民主和善治的价值观。

3. 项目总结

 ■ 基层执行方主要是非政府组织，服务于受援国的中小企

业。执行资助项目和网络支持的机构都是非政府组织，

而资助项目的申请则需要欧盟和受援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联合开展。这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合作方需要深入的交流

才能成功获得资助并完成项目。双方公民在这种合作中

建立起的专业上的和私人的关系纽带有可能在未来贡献

于公益或者商业性的合作。

 ■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长期合作保证了政策层面的影

响，而引入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等参与则增加了项

目与实践的结合，并促进了创新。自下而上的实践积

累、同行之间的学习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相结合，与

简单的双边政策对话相比，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模式尽

可能地让本地所产生的知识而不是外来的经验影响政

策。这既尊重了本地的知识，也尊重了受援国的决策

权。外部的资金充分发挥了支持试验和促进信息交流的

功能，同时也引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学。

 ■ 受访对象表示，在执行层面，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包括：

①. 从技术和融资上调动受援国中小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

能脱离项目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

②. 项目参与机构的网络学习和政策推动非常重要，需要专

业机构长期来推动。

③. 与受援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避免误解，特别是在没有

当地政府合作方的时候。

④. 让失败成为学习的机会，也就是说要勇于尝试和创新，

承担风险，把挫折转换为经验积累下来。

4.2 同等待遇专家项目（德国）

除了资金本身，技术人员也是技术外援的重要环节。德国的

“同等待遇专家项目”是各国技术人员长期外派中的典范。像该

项目这样长期派驻技术专家的机制在中国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

可以借鉴。通过对技术专家长期外派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援助

国利益贡献的不同理解，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1. 项目介绍

国际交流与发展中心（CIM）创建于1980年，是由德国联

邦经济合作发展部（BMZ）提供资金支持，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和德国联邦劳动局（BA）联合实施的发展援助项目。CIM
的主要目标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德国专业能力，同

时通过人才和专业能力的流动，建立起专业人员之间的网络。

CIM项目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同等待遇专家项目”，该

项目支持德国专家或欧洲专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机构、非政府

组织、学术单位等进行服务，期限一般是二到六年。二是“留学

人员回国服务项目”，该项目支持在德国留学并有三年工作经验

的人员回国服务，期限为两年。这两个项目的工作人员除了由接

收单位提供当地标准工资，CIM项目也会给予各种补贴。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1985年11月22日，中德两国签署了CIM“同等待遇专家项

目”的会议纪要，CIM项目正式在中国安家落户。截至2007年，

已有300多名CIM专家先后来到中国工作。其主要工作领域包括

城市发展、职业培训、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对于

“同等待遇专家项目”而言，本地的需求是最关键的，职位所需

的专业能力应该是这个国家所缺少的，而且这个职位通过该国的

一般招聘渠道无法招募到合适人员。这些被派遣的专家紧密地融

入到接收机构中，持续地贡献技能和知识。专家在工作业务上的

管理权利和责任都属于当地接收机构，以此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

责任感（CIM profile）。

“同等待遇专家项目”的整个服务包括在德国人力资源市

场招募合格的专家、快速办理跨国派遣手续和支付工资补贴。在

被派遣到国外之前，所有被招募的专家都要参加一个入职培训，

内容包括跨文化交流、本地文化历史和社会习俗的学习、语言课

程，以及管理与咨询技能的进阶培训等。

CIM“同等待遇专家项目”试图创造一种共赢的状态：一方

面，资深专家在CIM的支持下可以在派驻国家尽快开展工作，支

持这些国家高效地实现他们的发展政策和目标；另一方面，这些

拥有国际职业经历、跨文化交流能力、语言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专

家也成为德国相关行业的理想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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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同时也需要提供良好的薪酬福利，而且需要有

专门的机构进行招募和培训。

 ■ 基于互利共赢开展工作。双方合作不附带任何条件，合

作的目标和计划完全是在平等的讨论中达成的，并且双

方都要有很强的合作意愿而非强制性安排。

 ■ 专家与接收单位双方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工作的外

部环境在不断变化，因此不能完全遵照既定计划，这就需

要合作双方能彼此谅解，根据合作目标及时调整计划。

4.3 德中生态商务平台（德国）

在国际对外援助中往往伴随着投资和贸易活动，德中生态商

务平台展现了一种促进贸易的资金与发展援助目标相互协同的形

态。在气候议题下，中国既是低碳技术的需求国，也是低碳技术

的输出国。这一案例在南南合作促进低碳投资和贸易，实现技术

输出和转化上对中国具有参考意义。

德国在全球的绿色技术市场占有14%的份额。90%的德国绿

色技术公司是年销售额在五千万欧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而年销售

额在一百万欧元以下的企业占据了整个德国绿色技术行业 。德

国政府把支持以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绿色技术出口作

为重点的支持对象，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绿色技术的竞争力，另

一方面也可以支持德国输出“能源转型”的全球战略。《2010年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指

出，未来中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

持，而在这60多种技术里面有42种是中国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

术。这说明中国对于绿色技术有一定的需求。德国有不少中小企

业拥有世界领先的绿色技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是缺乏相应的

知识和能力。

1. 项目介绍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驻华商会于2007年成立了德中生态

商务平台（econet china） 。德国商会作为企业自发组成的社会

团体，其使命之一是帮助德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机会。econet 
china是德国商会中一个专门帮助德国绿色中小企业进入中国的部

门，而且是德国商会中唯一按行业类别划分的部门。这个部门的

资金约五分之一来源于其网络内德国中小企业的会费，三分之一

来源于其承担的德国政府的项目， 目前econet china为中德双方

企业提供的咨询服务还无法覆盖掉另一半费用。 德国政府的资金

来源主要是经济和能源部的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及工业节能的

“出口倡议”项目的预算，因此其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发展援

助，而是德国政府支持德国企业“走出去”的项目。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econet china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出版双语的Econet-Monitor期刊 ，为中国企业介绍德

德国专家Patrick Schröder（中文名：施龙）在2009年由CIM按照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提出的要

求招聘，参加培训后进入民促会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和交流项目，工作时间持续到2012年。

发展中国家相关单位的申请决定CIM同等待遇专家的招聘。

以施龙为例，中国民促会在2008年提出申请，CIM根据民促会的

需求发布招聘广告，经过简历筛选和面试后最终确定人选（主

要标准是专业能力和经验，以及对服务国的适应性）。此后对

其进行三个月的准备培训（包括语言能力培训），培训原来由

德国国际培训和发展公司（InWent，现在InWent已经并入GIZ）执

行，最后施龙进入民促会工作。

作为CIM专家，施龙每年要向CIM项目报告自己的工作。该

报告不会放在公共的信息平台上，但是德国公民通过申请信息

公开可以获得这些资料。

在服务期间，德国专家施龙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民促会本来

就在实施的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项目里中外交

流的项目，以及相关的延伸子项目。对于民促会而言，施龙对

德国和欧洲的了解对其与欧洲开展合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

且，由于施龙中文非常流利，他在日常工作中的沟通成本也很

低。尽管施龙会对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但是最终的工作决

定都是基于民促会的实际需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

交流产生。

专栏 3  |  CIM专家的个人案例

3. 项目总结

从项目设计的层面分析“同等待遇专家项目”，可以看到：

 ■ “同等待遇专家项目”是GIZ执行的项目中比较关注“人”

而不是“内容”的项目。这种关注首先体现在得到支持的

德国专家自身在外国开展工作的能力和知识的成长。

 ■ 德国专家在工作中建立起的人际网络（包括工作关系和

个人友谊等）在项目结束后依然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这

对于德国而言，都是其发挥国际影响力的累积。并且只

有长期（1—6年）支持（并且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才能充分实现上面的目标。而长期支持还意味着对专家

家庭生活基本需要（子女教育、回国探亲等）的支持。

 ■ 项目并没有承担专家的所有工资，要求接收单位承担一

部分工资也为实现“人尽其用”提供了动力。

受访对象表示，在执行层面，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包括：

 ■ 招聘到合适的专家。需求方明确提出需求，招募机构以

自身对国际专家的基本要求，并结合需求方的要求进行

招募。这首先要求招募方国内要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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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技术，为德国企业介绍中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同时也介绍一

些和市场相关的前沿的环保话题。该项工作由德国环境部支持。

（2）承担德国能源和经济部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倡议”与

“能效出口倡议”（Exportinitiative ErneuerbareEnergien、

Exportinitiative Energieeffizienz）项目，组织德国企业在中国进

行访问考察并寻找潜在合作伙伴 。该项工作由德国经济与能源部

支持。

（3）为德国绿色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类服务，包

括促进一些中德示范项目的建设。其中部分工作与德国国际合作

机构所承担的技术合作项目开展合作，例如合作组织绿色技术相

关的研讨会等。

（4）econet会员的专属推广活动。

（5）组织中国企业赴德国参观考察。

（6）为中国企业在德国寻找潜在买家、卖家、代理商等合作

伙伴。

3. 项目总结

 ■ 从其使命来看，econet china的工作主要就是围绕着“绿

色技术”发挥在中德之间的桥梁作用。由于绿色技术的特

殊性包括正面的环境外部性、德国工业的领先地位以及中

国对于环保技术的巨大需求，econet china的工作效益超

越了单纯的企业利润。其一方面帮助德国中小企业实现国

际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适用的绿色技术的普及，从而也

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以及全球的气候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 econet china活动中不同政府部门（经济与能源部、环保

部等）的参与，也体现了不同部委在一个整体战略目标

（环境保护）下的协调。

 ■ 从财务上看，要发挥目前的功能，econet china仅仅依靠

中小企业的会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还需要政府公共资

金的支持。大企业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信息渠道和关系网

络，而中小企业能力有限需要帮助。同时绿色技术因为

上文提到的特殊性，特别是多重的社会与环境效益，最

有理由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虽然市场依然是对接供需

的主要手段，但是政府资金可以承担部分的交易成本。

 ■ 在执行层面，econet china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包括有专业

团队做长期的工作。econet china 的核心能力来于德国

商会对于德国企业的了解以及中国政策与市场环境的长

期观察和理解，并依托德国商会在德中两国之间的合作

网络开展工作。一方面，企业的网络需要维持；另一方

面，对方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讨论也需要追踪，相关的知

识也需要积累沉淀的过程，这些长期的工作并非靠一次

投入的项目就可以完成的。

4.4 国际气候基金（英国）

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成立之前，全球已有几个与其

相似的用于国家气候对外援助的整体性基金，英国的国际气候基

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对该基金的整体设计和管理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1. 项目介绍

国际气候基金（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 ，简称ICF）是

2011年以后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应对气候

变化的国际援助的主要资金渠道。作为发达国家，英国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诺率先减排，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2011年，英国把自己原有气候资金重

新整合后，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形式实施，并冠以ICF的名称，第

一期为2011—2016年。8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ICF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一个跨部门的理事会，理事会中的

机构包括国际发展部、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简称DECC，已

并入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简称DBEIS）、环境部、外交

和联邦事务部。ICF整体的战略和规划都是四个部门共同制定

的。每一个向ICF提交申请的项目都要通过理事会审核，理事

会由来自四个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也就是说，四个部门要对

规划和战略取得共识，对项目的审批达成一致，但是在项目

的执行层面，四个部门当中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负责。不过，

ICF大部分资金是由DFID来管理的，DECC也管理了很大一部

分资金。这四个部门在ICF的管理上是平等的，尽管DFID是最

重要的资金管理者，所负责的项目最多，管理的资金也最多，

但是在理事会当中，四个部门的意见占同等的分量。能源与气

候变化部因为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能力，会参与具体执行

一些项目。

ICF的优先领域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低碳和气候韧性增长

的理念、方法；支持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鼓励私营部门的伙伴关

系和创新。

与优先领域相对应的，资金所支持的行动包括：建设低碳和

气候韧性的知识库；创新的低碳和气候韧性项目的试点和推广；

支持国家层面的低碳和气候韧性的行动；为私营部门的投资创造

友好环境，撬动私人投资；在发展援助中全面整合气候变化的相

关元素（ICF，2011）。

这些行动并不是互斥的，也就是说，一个项目可能同时能产

生好几个方面的成果。因为只要有行动、试点，就会有减排或者

相应的成果，同时就会产生经验和知识，而私营部门也往往会参

与其中。例如，ICF所支持的“绿色非洲电力项目”，除了因为建

设了可再生能源会产生减排量，同时也会带动一定比例的私营部

门的投资，并为进一步规模化的可行性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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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三点行动可以看到，ICF 注重知识从产生到传播、应用

的整套管理，所以会专门支持一些研究类和能力建设的项目，例

如“资本市场气候倡议”（CMCI）就致力于经验的总结和创新的

思维，为ICF和其他气候资金项目提供创新型的建议，9 而“国际

2050路径伙伴”则致力于基于英国已有的政策工具帮助发展中国

家对其气候政策进行长期规划。10 

从第四点可以看到ICF也致力于撬动更大规模的来自于私营

部门的投资（ICF，2012）。它的气候公共私营伙伴关系（PPP）

平台（CP3）不仅向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下的两个针对

气候目标的基金进行了1.1亿英镑股权投资，同时还有2000万英镑

的“技术支持”赠款给这两个金融机构的技术支持部门，支持前

端项目的开发，预期1英镑的公共资金可以带动30英镑的私营部门

的投资。同时，ICF对于公共资金与私营部门又是非常谨慎的。在

CP3平台的项目立项文书（business case）里专门有一段文字来描

述公共资金向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理由，主要是在一些前沿但是

有公共效益的领域，公共资金可以用来承担一部分创新的风险。

文中还举出了公共资金支持私营部门的一些原则：

（1）必须用来处理具体的市场失灵造成的投资障碍。

（2）用作补贴的公共资金量不得超过发挥启动私营部门投资

作用的最低限度。

（3）其作用必须是吸引私营部门，而不是赶出或者压缩。

（4）必须避免因为照顾个别的市场竞争者而造成市场扭曲。11 

在资金分配方面，ICF的资金量分配为50%适应、30%低碳、

20%森林，主要通过多边的机制注资，多数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发

放，少量赠款项目都是在双边的合作中。DFID的项目预算是以适

应和发展为主，而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的预算则侧重于减缓类的项

目。从ICF支持的项目中也可以看到对市场的重视，例如“市场预

备的伙伴关系”就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碳排放的市场。而

在一些项目中，ICF也会对中小企业有特别的关注。例如“全球气

候伙伴基金”（GCPF）就是为中小企业参与气候项目提供金融方

面的支持，但是该基金并不特别照顾本国的中小企业，而是全球

公平竞争。

ICF同时注重与其他现有的国际合作资金开展合作。其总资

金量的42%投给了各种多边资金机制，其中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的

气候投资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同时，ICF也有大量的资金投给

了一些几个赠款国（组织）的合作基金。这些合作基金中，有些

是DFID与其他方面一同发起的，例如城市气候变化韧性信托基金

就是由DIFD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一同发起，美国国

际开发署和瑞士联邦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随后加入的；有些则是

原来就有的资金盘子，ICF通过投入一定资金获得了决策的参与

权，例如原来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不同的森林相关基金中的参

与。从ICF网站上公开的项目案例来看，大部分项目所关注的问

题都超过了个别发展中国家的范围，传统的南北双边合作几乎没

有。即使有一些针对具体国家的项目，ICF也是通过全球环境基金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这样的多变机制来发放赠

款的。

ICF对评估自身成果所设立的关键成效指标包括获得支持应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人口、获得更好的清洁能源渠道的人口、创

造的工作岗位数、温室气体的减排量、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低

碳技术设备安装的数目，以及撬动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投资

（UKAID，2015）。

3. 项目总结

 ■ 从ICF的整体设计来看，这是一个全球视野的规划：其中

大多数项目是针对全球性问题（例如清洁能源的投资障

碍）而不是针对个别国家设立的。从资金流上看，ICF注

重与其他气候援助资金和国际开发性金融机制的协作，

通过资金参与获得在不同资金机制中的投票权，尽可能

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以说，ICF的这种设计与英国外

交战略中的可持续发展和四项援助战略目标高度一致。

 ■ 在决策上，跨部门的决策机制避免了不同部门主导项目

导致的重复与冲突，有助于不同项目之间的协同配合。

但是，在所有的发展援助中将气候议题主流化，则避免

了气候资金与其他援助资金项目之间的冲突。

 ■ ICF实施中采用的主要手段包括：促进相关知识的产生、

流动和应用；撬动私营部门投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功能；管理上依赖于英国相关政府部门的团队；实施上

则是依靠专业的机构，可能是企业、金融机构，也可能

是非政府组织。

4.5 电力非洲项目（美国）

能源是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中的重要方向，非洲在地域特点上

也是中国未来南南合作的优先区域。美国的“电力非洲项目”是

结合了这两个特点的典型项目。此外，“电力非洲项目”在设计

和执行上体现了区别与传统援助项目的特点。这些创新值得为中

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能源类项目提供一些合作思考。

1. 项目介绍

“电力非洲项目”（Power Africa）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3年提出的倡议，为期五年，旨在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提

供来源可靠、价格适中且清洁的电力能源，以支持非洲的经济增

长与可持续发展。“电力非洲项目”通过为坦桑尼亚、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的政府和非洲、美国、

国际私营部门、国际开发银行，以及美国政府等多方利益相关者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实现这一愿景。

涉及“电力非洲项目”的12个美国政府机构，一方面促进更



实现互惠共赢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工作论文  |   2016年12月  |  31

加有效和高效能源项目的交易，一方面推动政策改革。“电力非

洲项目”为私人投资者和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政策对话的机会，

以此推动能源改革目标。美国政府利用其在能源技术上的优势、

调动私营部门参与的经验，以及有关政策和监管改革的先进模

式，来协调“电力非洲项目”的参与各方，以此进行速效干预和

推动制度改革，从而为日后的私营部门投资提供有利的环境。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该倡议的合作形式以模块化的“工具箱”形式来实现，主要

分为交易支持、融资、政策/规制的设计与改革、能力建设、法

律支持五大模块，一共包含41个支持项目。交易支持和融资类的

项目主要直接针对企业，包括项目开发商、美国出口商、投资商

等，也有给非政府组织的创新型资助，政策/规划的设计与改革、

能力建设和法律支持主要是针对受援国的政府。其中绝大多数项

目不是专门为“电力非洲项目”设立，“电力非洲项目”只是通

过工具箱的形式让这些不同使命的项目在同一目标下形成合力，

同时也帮助需要支持的政府在这些工具中识别自己的真实需要。

交易支持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前期的一些摸索研究和项目

后期的一些技术支持，主要是承担相关项目的交易成本，从而创

造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融资则是为不同类型的项目提供融资支

持，其中包括一些针对美国产品出口的固定利率的贷款或贷款担

保，以及一些吸引更多投资者的金融产品，但总体而言，对企业

的优惠很少，唯一有资金支持企业的项目是支持非洲的中小企业

向偏远社区提供服务。

政策/规划的设计与改革、能力建设和法律支持就是比较传统

的赠款项目，主要是政策方法和技术方面的交流和学习。

3. 项目总结

 ■ “电力非洲项目”倡议高度重视私营部门的力量，发挥

美国在法律和融资方面的专长，为项目国的清洁电力发

展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这与《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

略》中的刺激经济发展、贸易和投资一致，同时也与已

有的气候变化和发展倡议有很好的协同作用。

 ■ 通过“工具箱”形式，以“实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使用清

洁电力”为目标，根据清洁电力项目从开发到运营全过

程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将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咨询机构

和金融机构引入其中。

 ■ 没有将资金用于直接购买硬件设备，而是主要从政策引

导和融资支持上为有益于气候保护的技术应用及市场化

提供了一个促生性的环境。一般而言，赠款项目用来承

担项目的交易成本和外部政策框架的建设，而在清洁电

力项目的实质开发中，“电力非洲项目”的参与方式主

要是融资服务。该项目的融资支持中体现出美国对产品

出口的一定支持。这可能是政府对于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由于“电力非洲项目”的创新及其在能源合作领域的代表

性，在本次研究中深入介绍其中两个案例，可以更好地理解这

个项目的优缺点。

案例1

Corbetti地热项目计划由美国和冰岛的私营合资企业雷克

雅未克地热公司（Reykjavik Geothermal）修建并运营，项目建

在有火山口分布的地热资源丰富的埃塞俄比亚Corbetti地区。

这也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电力项目和非洲最大的

地热设施。该项目预计投资40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25%，债

权融资75%，建设期为8～10年，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1000兆瓦

（Reykjavik Geothermal）。

Corbetti被USAID列为优先项目，希望它能够将私营部门

的专业性和美国政府的投资工具结合起来，从而降低风险，

并提高当地政府的建设能力，进而作为“电力非洲项目”的

一个典范。在Corbetti地热项目中，“电力非洲项目”在交易

支持模块下派遣了一位交易顾问，作为一个客观、公正的专

家，以促进埃塞俄比亚政府、项目开发商和其他关键的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同时，在“电力非洲项目”的法律支持

模块中，由非洲发展银行下的非洲法律支持机构向埃塞俄比

亚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签署购电协议和其他关键项目文件，

以促进完成电厂建设（USAID，2013）。与此同时，美国国际

开发署资助了地热风险缓解服务，该项目由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融资，由非盟管理，为项目的钻井勘探提供补助资金，并

分担项目风险。

Corbetti项目协议对国际投资者和私营部门释放了一个积

极的信号，埃塞俄比亚能源部门正在寻找新的发电模式，来改

变当前公共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现状。这也是“电力非洲项目”

的一个关键目标，即促使非洲各国政府进行适当的改革，为私

营部门创造合适、有利的环境。

该项目2015年实现年发电装机10兆瓦，2016年新增发电装

机100兆瓦，预计2018年完成第一阶段的项目，实现年发电装

机500兆瓦。该项目也是埃塞俄比亚政府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

部分，埃塞俄比亚预计在2025年转型成为低碳经济体。政府计

划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提升至25000兆瓦，

其中1000兆瓦来自于地热能。

案例2

“电力非洲项目”支持了dVentus，一个埃塞俄比亚和

美国合资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公司，为埃塞俄比亚的电力公司

开发和生产了超过两百万只的智能电表。“电力非洲项目”

的融资模块帮助dVentus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发展信贷机

构获得一笔贷款担保，并通过美国—非洲清洁能源融资计

划（ACEF）获得一笔资金支持。这笔资金将补充dVentus 

25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该公司生产相关的智能设备，能帮

助降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网的成本，提高国家电网的效率

（USAID）。

专栏 4  | “电力非洲项目”的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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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回应，但这种支持还是比较节制的。例如，优惠

金融只支持那些服务偏远地区的中小企业，以此调动中

小私营企业投资清洁能源的积极性。

4.6 北欧发展基金（北欧五国）

除了上文分析的英国国际气候基金，北欧发展基金（Nordic 
Development Fund, NDF）也可以作为一个地区联合的气候变化

基金，为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提供借鉴。该基金的项目选

择指标对其战略设计有重要作用。

1. 项目介绍

北欧发展基金是北欧五国联合组建的一个资金机制，该基金

自2009年开始专门支持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项目。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1）对气候项目的定义

北欧发展基金总体上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

援助委员会（DAC）的“里约标记”12 来确定气候变化减缓和气候

变化适应。同时，该基金也采纳了多边开发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定

义气候行动（包括气候变化减缓和气候变化适应）的一些方法。北

欧发展基金所支持的气候项目需要严格而系统化的定义，也即从目

标成本和效益来看，项目需要与气候变化高度相关，但是项目结果

还需达成其他的发展目标。北欧发展基金寻求同多边开发银行等开

发性金融机构联合融资，在项目开发的初级阶段也与联合融资方进

行讨论，以求项目在设计中尽可能提高与气候变化的关联性。

（2）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入围资格

北欧发展基金的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同时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

公正的重要性。该基金支持气候变化适应类项目的指导原则是：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回应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明确贡献

于气候韧性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北欧发展基金筛选

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标准包括以下两条：

①. 项目需通过国家层面的标准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测试，也

即项目必须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可行。

②. 项目需首要针对气候变化，也就是说至少50%的项目资

金应该用在支持适应和建立气候韧性的措施上。

一般而言，气候变化适应项目通常具有多个目标，而分离

各个目标成本较为困难，成本信息需要项目申请者和（或）联

合融资方提供。因此，虽然在原则上要把因气候变化所导致的

额外成本与项目的总成本进行比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完成

投资总成本的分类即可。这意味着，这些项目首先要通过国家

层面的传统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并且气候变化应该对项目50%

以上的成本负责。有些项目可能总体上并不能满足上面提到的

50%的要求，但是这些项目中有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子项目能

达到气候相关成本在50%以上的要求，这样的子项目也可以获

得北欧发展基金的支持。在实际操作中，决定是不是支持这样

一个子项目，是北欧发展基金和联合的融资方通过合作，在项

目的初级阶段就做出的决定。

实际经验表明，区别气候和非气候相关的成本，对于发现合

适的项目，有时候会造成比较大的障碍。但是，气候变化相关的

知识在不断增加，从适应性行动中所获得的方法学和制度政策等

方面经验和教训也在不断增加。

（3） 气候变化减缓项目的入围资格

由于气候变化减缓领域的不少项目实际上已经是经济上可

行的。所以北欧发展基金在决定是否支持气候变化减缓项目的时

候，选择的主要标准还是依据项目的在气候变化减缓方面实际的

预期效果。

北欧发展基金选择气候变化减缓项目的指标包括：

①. 项目应该通过国家层面的标准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测试。

这一点和经济变化适应项目是一样的。经济性的成本分

析中并不包含减排量的经济价值。

②. 项目应该具备非常显著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直接

减排或者碳吸收的全球效益至少要高于10%的项目成本。

确定一个项目的气候变化相关内容是不是“显著”，需要

计算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排放和减排量。而减排的全球效益则等

于减排量乘以反映社会价值的碳价。这一计算方法目前还有很

多争议，北欧发展基金的方法是参考碳市场的价格，定价10美

元每吨减排量，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需要分开计算。如果直接

的减排量无法达到10%的标准，北欧发展基金也会考虑间接减排

的效果与气候变化适应类项目一样，即使一个气候变化减缓项目

整体上无法满足以上两个标准的要求，如果其子项目可以满足，

这样的子项目也可以得到北欧发展基金的支持。

（4）项目进一步筛选的指标

以上的标准只是项目入围的基本要求，而北欧发展基金还需

要从大量的符合要求的项目中选择最有效的项目进行支持。它所

采用的工具是一份指标打分清单。

核心指标：

①. 气 候 相 关 性 （ 即 上 文 提 到 的 气 候 变 化 适 应 项 目 的

“50%”和气候变化减缓项目的“10%”的要求）。

②. 经济可行性（基于标准的投入产出计算，例如内部收益率）。

战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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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挥催化剂或杠杆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支持项目。

②. 支持项目前期预备，主要是一些项目前期的能力建设，

优先支持的是北欧发展基金在项目的设计和规划上能有

所贡献的领域，以及能提高受援国开发项目能力和\或在

受援国创造气候项目的促生性环境。

③. 支持创新，指的主要是政策上、制度上和商业模式方面

的创新。

④. 支持私营部门，特别是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并建立

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连接。对企业的直接支持可以包

括担保、贷款和技术支持，间接支持可以包括通过公共

部门的能力建设，创造对私营部门友好的环境。这些支

持方式都会在项目选拔的时候得到评估。

⑤. 支持高风险的试点项目，指的主要是对新兴技术创新的

支持。

⑥. 识别新出现的气候变化议题，主要指北欧发展基金可以

通过参与项目提升自身对于气候议题的理解。

其他项目层面的指标：

①.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特别是与性别平等和减贫相

关的目标。

②. 与受援国/伙伴国的自身发展规划一致，包括气候变化相

关的计划。

③. 与其他国际自主或双边、多边的发展合作项目相协调。

④. 联合出资方或国家执行机构的责任或所有权的证据，例

如资金投入。

⑤. 执行机构管理和实施项目的能力，包括行政管理、人力

资源等。

⑥. 对北欧国家的发展政策和优先领域的支持，包括对北欧国

家的企业或机构具有特别专业能力的领域或行动的支持。

3. 项目总结

从北欧发展基金的项目选择标准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 项目入围资质的量化要求清晰地体现了这项基金的目

标，有助于项目伙伴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有针对性地进行

准备。基金根据自己的专长，针对项目准备、项目融资

和外部政策环境等提供支持。不过北欧发展基金似乎倾

向于从项目开发就开始参与项目设计和规划，而不是等

待一份已经完成的项目计划书。

 ■ 对项目经济性的要求，说明这一基金并非救济性地满足

受援国的一时之需，而是以长期的实际效果为导向，同

时也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先筛选出适用的技术或项目。

 ■ 这项基金把政策和技术上的创新并列作为同样重要的参

考指标，对二者的重视程度相同。一方面，鼓励私营部

门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策上的创新可以为适用的

技术提供更加友好的市场环境。第二点和第三点说明了

基金重视私营部门的作用，因为对于私营部门而言，经

济性是最重要的，而技术创新的源头主要还是来自于私

营部门。

 ■ 这项基金重视与其他资金机制或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

作，不论是专业方面还是资金方面。

 ■ 这项基金也重视在项目实践中不断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

4.7 澳大利亚青年发展大使项目（澳大利亚）

除了资深专家，青年人的交流和培养在援助过程中的作用不

可忽视。国际上最早进入中国的青年志愿者项目中就有澳大利亚

的一席之地。在南南合作中，青年人才的输出使援助国本身获益

非常可观。但青年志愿者项目历来在设计和管理上有一定难度，

澳大利亚青年发展大使项目的执行和演变过程对南南合作中涉及

的青年人外派机制有很好的启示。

1. 项目介绍

澳大利亚历来非常重视人才的海外视野和技能，这最早可以

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学生文化交流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从20世纪60年代

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通过政府援助项目支持澳大利亚公民以

志愿者的身份在发展中国家服务。在各种援助项目中，被认为最

为经济有效的是“澳大利亚青年发展大使项目”。该项目于1997
年成立，2011年，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对各类不同的海外志愿者

项目进行整合，“澳大利亚青年发展大使项目”正式融入澳大利

亚国际发展志愿者项目，成为其着重培养青年人的子项目。

2. 项目设计与执行

自2005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海外志愿者项目的资金支持

逐渐增大。在2011至2012财年，澳大利亚政府花费6300万澳元

（约合3.7亿元人民币）支持了1585位志愿者服务于1173个海外机

构。其花费只占澳大利亚援助资金的1%，但是极好地宣传了澳大

利亚的海外援助。在2014至2015财年，志愿者人数达1906位，其

中92%的志愿者服务于亚太地区。该项目的志愿服务周期一般为

6～12个月，40%的志愿者选择在非政府组织服务，21%的志愿者

服务于政府机构。该项目要求申请加入项目的志愿者年龄不超过

30岁，86%的人在26至30岁之间。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直接管理该项目，负责制定预算、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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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政策框架和导则，并监督项目的执行。有3个非政府机构负

责项目的具体执行，分别是澳洲国际培训公司、澳大利亚红十字

会和澳大利亚国际志愿服务中心。这三个核心合作机构主要负责

选拔、招募和调派志愿者，包括进行行前准备培训等。核心合作

机构还需要识别接收机构，与接收机构一起建立具体的工作职责

和范围，并追踪志愿者和接收机构的满意度。此外，需在受援国

设置一个项目经理来具体执行项目。

这种伙伴关系的管理体系很好地利用了主要合作方在国际志

愿者项目上的深厚经验，使得国际发展署省去很多运作层面的细

节工作，拓宽了项目可能涉及的人群和领域。对于这个项目，参

与人员也表示其存在一些缺点，包括所在国项目经理没有根据所

在国和机构的实际需求来设置和识别志愿者职位、志愿者服务机

构并不清楚志愿者的能力和专长，以及经常将志愿者当做免费的

实习生而非年轻的专业人员。

志愿者的服务领域包括与发展相关的各行各业，如农业和环

境、社区发展、残障支持、教育、筹款、健康卫生等。

3. 项目总结

 ■ “澳大利亚青年发展大使项目”与德国的“同等待遇专

家项目”类似，都是志愿者支持类的项目。可以看到，

同样类型的项目可以根据专业资质高低、服务时间长短

等分为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目标也不完全相同。“澳

大利亚青年发展大使项目”定位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本

质上还是一个促进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项目，而不是

一个能力建设项目或技术转移项目。

 ■ 志愿者服务的内容比较多样，除了提供一些技术类的服

务，还包括很多社会性的议题，例如为机构筹款、社区发

展等。这种类型的项目更加有利于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以及增进对当地社会的了解。不少志愿者结束志愿服

务后留在了发展合作领域，也说明该项目是为对外援助工

作培养人员梯队的有效工具。供需对接是该项目的最大挑

战，对项目执行者的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4.8 小结

本报告的案例研究基于“援助是外交战略工具”的观点，尝

试探寻援助国从全球战略到援助战略，再到项目设计和执行之间

的内在逻辑与关联，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点：

一、与国家（或地区）对外战略的一致性

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气候与环境议题上开展的支持项目，

与其公开的整体外援战略和全球外交战略中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目

标一脉相承。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也与这些国家（或地

区）推崇的善治、公正、公平、民主等主流价值观一致。这种一

致性，一方面意味着以推进气候保护为目的的援助实则贡献于国

家（或地区）的整体外交战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本国（或

本地区）对外援助项目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降低项目实施的沟

通成本。机制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也能促

进项目成果的扎实落地和长期有效。

二、与官方伙伴的合作

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北欧五国的北欧发展基金，以及美国

的电力非洲项目，与受援国政府、其他援助国、多边援助和发展

金融机构都有广泛的合作。这些项目与受援国政府的合作，主要

是通过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来帮助建立有利于气候友好的技术应

用和推广的政策环境，与其他援助国、多边援助和发展金融机构

的合作，主要是联合融资。通过联合融资，一方面在资金上能形

成合力，另一方面也透过联合资金使用的投票权增加了本国资金

的影响力。与其他援助方的合作也为本国相关人员提供了学习交

流的机会。

三、与非官方伙伴的合作

案例中，所有发展援助类型的项目资金都邀请有能力的专

业机构进行申请，国籍和是否具有政府背景并不是必要的资质条

件。基于能力的选拔能为项目实施的效果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案例中，支持人才的项目也都鼓励参与外派服务的人员进入非政

府组织进行工作。非政府组织活动方式灵活，贴近民众，他们的

参与也有利于建立起民心之间的联系。

四、对知识管理的重视

欧盟的“转型亚洲项目”、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和美国的

“电力非洲项目”中都包括了知识管理的功能部门或者子项目，

重视从实践到经验、网络分享和决策支持的知识产生、总结到利

用的链条。专业领域的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不

同子项目的实施，同时在知识流动的各个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在受援国基层项目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性知识，可作为受

援国制定本国相关公共政策的参考；另一方面，援助国在项目执

行中积累的经验、拓展的工作关系和人际网络，也是援助国扩大

其影响力并快速融入受援国社会、经济及环境的重要支持。

五、对私营部门的支持

案例中所有的项目型援助都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的

作用。在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北欧五国的北欧发展基金和美国

的“电力非洲项目”的设计中，涉及硬件建设的气候变化项目，

从项目开发到实施再到落成运营的全过程，应该是企业按照市场

规律来实施，援助项目只是在项目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提供不同的

服务，其中包括在项目设立前期的供需配对和技术咨询工作、与

项目相关的政策环境促进工作，以及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提供优惠

融资的服务等。一般而言，赠款项目用来承担项目的交易成本和

外部政策框架的建设成本，而在硬件项目的实质开发中，援助方

的参与方式主要是融资服务。对于企业获得支持的资质，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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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也体现出相似的偏好。只有产品或服务具有环境正效应的

中小型企业，才具备获得公共资金支持的合理性，而一般而言，

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获得支持的机会也越大。最终，不少援助方

也将撬动或者引导更多私营部门的资金进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

作为工作的目标。这些做法，应该说都严格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对

于企业和政府职能的描述，政府始终扮演规矩制定者和引导者的

角色，真正的实干都是要靠企业来完成。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案

例中提到的公共资金支持私营部门的原则能有效帮助政府在支持

绿色中小企业的同时遵循市场规律。

六、人才队伍的发展

德国的“同等待遇专家项目”和澳大利亚的“青年志愿者

项目”都是通过选拔和培训专业人员来服务于受援国，亦致力

于对援助国本国的人才培养。项目注重人员选拔、前期培训、

项目期间的支持，以及项目结束后的进一步影响。项目所支持

的国际志愿者有助于推介本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

同时增强民间沟通，促进双边外交。比较这两个项目可以发

现，这类驻外志愿者专业资质的高低和派驻时间的长短对项目

效果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中，短期低资质志愿者项目更多是增

强援助国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并提升其跨文化工作能力，促进民

心相通；而长期高资质志愿者则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在专业领

域建立起更为深入的网络，在两国的产业合作、商业往来上都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议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功能是支持中国企业“走

出去”，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找市场和原料。当中国开始作

为一个大国参与到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塑造中时，对外援助的功能

应该更加丰富，其功能应当不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双边关

系，更应成为中国施展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随着中国国内的

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需要适时转变和创新。

一方面，对外“硬件”援助，如支持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援

助项目仍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知识、方法、技术、人员交流

等对外“软件”援助也需要跟上，对外“软件”援助无论在规模

上还是质量上，都要与“硬件”援助相匹配，这也是中国一直

强调的“软实力”和“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也有助

于提升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因此，顶层设计上，需要调整

国家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及制度设计，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实施需

要具备连贯性，对外援助特别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援助和技

术援助，需要作为一个行业进行建设，包括专业机构的建设和孵

化、人才队伍的培养等。当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重新规划和实施

发展援助，用公开的文件把发展援助中的共赢明确阐述出来，并

且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不仅能加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和援助国之

间的互信，也有助于降低援助实施过程中的沟通成本。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开启推动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在占据气候保护道德制

高点的同时，也为提升中国对外援助和企业投资的形象提供了极

好的机会，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共享绿色发展”的

理念也有了更好的承载点。其次，中国对外援助侧重于硬件援助

的特点，也与国内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先天条件有关。而在气

候变化方面，中国在国际合作经验、节能减排的政策实践、方法

学和技术上都有一定的积累与优势，具备开展软性援助的基础和

条件。

基于对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预期获益分析和对国际

发展援助的经验总结，针对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中长期努力

方向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报告建

议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可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需兼顾战略性与实践性，既能把握

核心利益，又需把核心利益通过项目设计的技术手段融入

实际行动方案，使援助与整体外交战略保持一致。这需要

官方的政策文件的指导，也需要有专业实施经济与技术

援助的援外机构。

 ■ 资金分配上，需让中国与受援国在政策层面的沟通和合

作与以硬件和纯技术为主的援助形成良性互动。技术在

实践中所产生的经验教训，可自下而上总结形成良好的

政策，反之，基于最佳实践和经验的政策，可自上而下

地推动适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 知识流向上，在项目全过程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之间，需

产生多向动态的知识流动。—方面，合作援助应促进各

利益相关方自身的学习与成长，同时，整个资金机制作

为一个系统，也应通过持续学习国际良好实践，不断改进

与完善，非单方向输出。外交人员、项目管理人员、业务

专家都可成为知识流动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赠款项目能够鼓励政府单位、非政

府机构与企业的积极参与，鼓励中外机构之间的合作。

融资和贷款项目应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私营部门的

投资，并与赠款项目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而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在效果上也需要与其他南南合作成果相互促进和

补充。

报告根据主要援助国经验，针对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为在全球治理中长期战略目

标高于短期经贸利益的基金，最适合负责该基金的机构应

该是国家主管气候变化的业务部门，涉及对外援助、企业

走出去的相关部委应该在该部门的牵头下形成联席会议的

战略决策及协调机制。基金项目运营应由具备气候及可持

续发展领域业务能力的专门单位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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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基金可以参考《釜山宣言》中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基本

原则建立自己的项目有效性指导原则，保障受援国获得

符合其自身发展需要的切实有效的支持。

 ■ 在该基金支持的项目的实施层面，因为实施机构是基金

整体学习、搭建和建立民心互通的实践主体，所以需要

有专门的机制为基金的项目实施选拔出具备专业能力的

中国本土组织和国际组织。例如，可通过公开和透明的

招标方式招募项目实施单位，让不同领域具备专业能力

的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参与公平竞争或高效合作，在项

目实施过程引入独立的评估机制。

 ■ 该基金在设计上需要对项目内部及项目和基金之间的信

息流动进行有效管理，以促进该基金从决策到实施部门

及合作伙伴作为一个系统的不断学习。人是信息流动的

载体，应制定长期规划来发展自己的信息和人力资源网

络，建立自己的知识库，包括在实地实践过程中鼓励和

培养本国外交人员、项目管理人员、业务专家了解当地

社会文化、积累人际网络和提升自身能力等，且这种鼓

励应在具体项目安排和预算支持上体现出来。

 ■ 该基金还可以通过参与多国注资的有特定议题的气候资

金、政府间和民间有影响力的网络等获得参与讨论和决

策的权力，以此拓展自身学习和建立影响力的平台。同

时，该基金还可以与中国现有的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展的南南合作项目合作，把实践与

政策层面的工作贯穿起来。

 ■ 在气候变化减缓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资金分配上：一方面，

整体上应该通过具体的指导方法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考

量融入南南合作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基金这一专项基金，则应根据受援国的国情需

要、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外交战略方向来具体决定或调

整，不需要在整体资金量上做简单的数量划分。例如，小

岛屿及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适应的需求比较紧迫，而

“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减缓也有

不少需求，则该基金需在具体国家合作项目上针对本国

“战略方向”和本地需求做出调整。

 ■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赠款项目需要与贷款项目相互支

持。贷款项目可以帮助本来经济上就可行的项目以更低

的成本获得资金并提高自己在经济上的竞争力，而赠款

项目则可以用来帮助提高项目的质量、改善项目的政策

和市场环境，或者承担一些供需对接的交易成本。

 ■ 该基金可以通过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支持中国的绿色企

业“走出去”，特别是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一方

面，政府应该支持具有环境正效应的企业进行创新和发

展，这可以借鉴德中生态商务平台方式，由国内的行业

协会牵头，基金提供部分资金支持，选拔和组织中小企

业到国外进行技术交流和推介、参加展会，实现项目的

试点及落地；另一方面，公共资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或

低息贷款应该在鼓励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开展，

避免企业过度依赖政府或造成新的市场扭曲。这方面可

以借鉴本报告中英国的国际气候基金案例中提到的公共

资金支持私营部门的一些原则。

现阶段，本报告主要从援助国的获益角度出发，针对中国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这一专项基金，在参考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发展援助经验后提出一些建议。本研究的研究角度和参照的经

验范围未必充分，建议也尚不全面，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更为全

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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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制度：《巴黎协定》没有采用自上而

下分配排放空间的方式，而是把各个国家自主提出的应对气候

变化的贡献汇总，在未来通过定期审议的方式，弥合国家行动

目标之和与气候安全的全球目标之间的距离。由于是基于国家

的自主行为，所以被称为是“自下而上”。

2. 需要注意的是，当“南南合作”被提及的时候，并不一定仅仅

指援助，可能会把经济上直接互利的投资贸易等包括在内。

3. 教会税是对教会成员征收的一种税，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目

前主要存在于部分欧洲基督教新教国家，如德国、瑞士及瑞

典、芬兰等北欧国家。

4. 详见OECD官网对丹麦对外发展援助情况的介绍。https://data.

oecd.org/oda/net-oda.htm#indicator-chart

5. 详见DANIDA官网对丹麦援助历史的介绍。http://um.dk/en/dani-

da-en/about-danida/history/

6. 需要注意的是，当“南南合作”被提及的时候，并不一定仅仅

指援助，可能会把经济上直接互利的投资贸易等包括在内。

7.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包括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

助、物资援助及现汇援助。

8. ICF并不是排他性的支持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对于所有的发展

援助项目，DFID都会把气候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也就是气

候问题在发展议题中的主流化。在项目评估是专门有针对气

候相关的评估项目，从气候的风险和机遇两方面考量。一方

面是援助项目本身受气候变化影响面临的潜在风险。另一方

面是项目的展开可能会给当地带来的气候风险以及潜在的减

缓或适应机遇。

9. 自2010年以来，CMCI建立了一个拥有80个机构的网络，其

中包括投资银行、养老基金这样的金融机构，也有世界资

源研究所这样的智库，共同为全球气候融资的制度改革出

谋划策。其策略之一就是针对一些新的融资提案开展试点

并总结经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撬动更大的私营部门的投

资。在CMCI经验的基础上，英国与德国和美国合作建立了

气候融资全球创新实验室，为一些气候变化的捐资国和多

边发展银行、开放性金融机构等识别了一批值得尝试的创

新性的金融工具，试图消除私营部门投资的一些障碍，帮助

私营部门对抗气候项目的风险，支持项目的前期开发等。

来源：https://www.gov.uk/guidance/capital-markets-climate-initiative 

http://climatefinancelab.org/

10. “国际2050路径伙伴”是为了复制英国本国的“2050路径”

（http://2050-calculator-tool.decc.gov.uk/），帮助发展中国家针

对“两度”的目标规划长期的低碳转型的项目。该项目借

鉴了英国2050路径中的方法和模型，由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

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开发了一

个计算工具。

11. 这是CP3的项目书中的内容，可以认为这是DFID所认可的原

则。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48451/5720-business-case-for-icf-support-for-the-

climate-publ.pdf

12. 里约标记（Rio Marker）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

会采用的一套识别项目与环境和里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

性的打分系统。来源：http://www.oecd.org/dac/stats/rioconventions.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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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诚挚的感谢（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名）：

外部专家：

邓梁春     环境进步中心主任及研究员

高海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司亚非处副调研员

蒋南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官员

王     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姚先斌     亚洲开发银行亚太部主任

张     璐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项目官员

张晓华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气候变化支持团队高级政策顾问

朱     源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研究员

内部专家：

付晓天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水项目研究员

王     烨     世界资源研究所绿色金融中心研究助理

温     华     世界资源研究所科学与研究组研究员

周李焕     世界资源研究所可持续金融中心研究分析员

朱晶晶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项目研究分析员

我们同时感谢中国碳论坛（China Carbon Forum）项目经理Huw 

Slater、曾就职于“转型亚洲项目”的Patrick Schröder博士、英国国

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的高级经济顾问Shan Mitra博士和Carlton Evans博

士、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经理冷晓女士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

项目发展专家韩峥女士对本文采访内容的贡献和文献支持。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庄贵阳博士、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李

来来博士、科学与研究副主任Daryl Ditz先生、中国气候项目高级研

究员房伟权博士、以及中国能源项目主任苗红女士对本论文内容

提供的指导和建议。感谢实习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陈

婧嫣对本文资料和案例整理的协助。感谢文字编辑谢亮和设计师

张烨对论文的编辑和出版做出的努力。

关于作者
陈冀俍是创绿中心研究员。邮箱：jiliang@ghub.org

徐嘉忆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特别助理。

邮箱：jyxu@wri.org

白韫雯是创绿中心主任、研究员。邮箱：yunwen@ghub.org

李孝效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实习生。

邮箱：lxiaoxiao@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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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机 构

关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研究

工作致力于寻求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解决方案。

我们的挑战

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机遇和人类福祉的基础。但如今，人类

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着地球的资源，对经济和人类生活构成了

威胁。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清洁的水、丰饶的土地、健康的森林和安

全的气候。宜居的城市和清洁的能源对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地球至

关重要。我们必须在未来十年中应对这些紧迫的全球挑战。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以建设公平和繁荣

的地球。我们希望推动政府、企业和民众联合开展行动，消除贫困

并为全人类维护自然环境。

我们的工作方法

量化

我们从数据入手，进行独立研究，并利用最新技术提出新的

观点和建议。我们通过严谨的分析、识别风险，发现机遇，促进明

智决策。我们重点研究影响力较强的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因为它

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

变革

我们利用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企业战略和民间社会行

动。我们在社区、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项目测试，以建立有力的

证据基础。我们与合作伙伴努力促成改变，减少贫困，加强社会建

设，并尽力争取卓越而长久的成果。

推广

我们志向远大。一旦方法经过测试，我们就与合作伙伴共同

采纳，并在区域或全球范围进行推广。我们通过与决策者交流，实

施想法并提升影响力。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的行动

能否改善人们的生活，维护健康的环境。

关于创绿中心
创绿中心是一个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环保公益组织。创绿

相信人类的发展应以生态为本，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由多方协力合

作。我们致力提供创新的工具和渠道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融合

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 

创绿研究院致力于全球视野下的分析和研究，促进利益相关

者的跨界对话与参与，推动气候与环境友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助力中国向着可持续的、公平的、富有韧性的方向转型，降低

全球生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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